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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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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電賀導師--

大村.智頒證書給方博士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888-518-7778 

日本科學家                        榮獲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VIKER MANUFACTURE CO.LTD
在線訂購：www.vikerm.com

地址：1121-11871 Horseshoes Way 
             Richmond BC Candad  V7A 5H5

        北京時間2015年10月5日17時30分，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布，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
獎頒給三位藥學科學家，他們分別是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日本科學家大村.智、中國科
學家屠呦呦。其中日本北裏大學的大村.智教授是加拿大Viker公司總裁方芳博士的導師。因而，
作為Viker公司員工無不從內心額外感到興奮與榮幸。加拿大Viker公司第壹時間向大村.智教授發
去賀電表示祝賀。

新
開
張

慶祝新張慶祝新張 化妝品禮盒化妝品禮盒
大贈送大贈送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9889 Bellaire Blvd, #B 24E,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12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50up送

凡購買$300up送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
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
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
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
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
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
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
脫”或“腰突”。它是指人
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
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
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
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
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
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
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
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
、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
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
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
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
，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
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傷
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
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
，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

，坐骨神經痛是腰間
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
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
見於青壯年，有明顯
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
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
業史。神經根受壓者
，出現頸部、肩部、
上背部劇烈疼痛，伴
上肢放射性神經痛；
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
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
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
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
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
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
，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
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
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
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

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
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
，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
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
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
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
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 址 ： http:txspinalcare.

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 療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五
（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31、化油器車發動機熱車不易起

動。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發動機熱車

狀態不易起動，這也就是自動阻

風門系統出現了故障，造成阻風

門不能自動打開或是不能完全打

開。車輛在行駛時，由於節氣門

開度較大，因此在大的進氣壓力

下，空氣流沖擊偏離中心軸的阻

風門，使得阻風門此時能全開，

但是在發動機低速或怠速時，節

氣門開度很小，因而進氣壓力不

大，此時阻風門只能處於半開或

者開度很小狀態。在阻風門的作

用下，進入氣缸的混合氣較濃，

如果發動機此時停止運轉，阻

風門將關閉，等再起動發動機

時，過濃的混合氣進入氣缸將

火花塞打濕，使得發動機很難

起動。遇到此情況時可採取將

加速踏板全部踩下，將阻風門

和節氣門全開，轉動起動機，

通過吸入新鮮空氣將過濃的混

合氣沖淡，使發動機起動。當

火花塞嚴重淹濕時，可拆下晾

乾，但重要的是要去修理廠找

出阻風門不能全開的原因。

32、車輛在行駛中高速行駛時

排氣管冒黑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車

輛在中、高速時冒黑煙是自己駕

駛進不易察覺的。不過，可以採

用計算燃油消耗量來確定。化油

器發動機主要由以下四種原因造

成：油平面過高，造成混合氣過

濃；真空省油器失靈，造成不適

當的加濃混合氣；主空氣量孔沫

管堵塞；空氣濾清器堵塞。應首

先檢察空氣濾清器濾芯是否堵塞

。若堵塞，會在高速時排黑煙，

動力性、經濟性惡化，此時應更

換空氣濾芯。然後檢查化油器，

上述操作需要專業的人員進行。

還有就是對點火系統和發動機要

進行整體檢測。

33、冬季時，車輛的天窗不能開

啟。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季，在室外

停放的車輛，因頭天晚上車內溫

度較高致使飄落在天窗周圍的冰

雪溶化，而隔夜後，車輛的整體

溫度降低，溶化的雪水凝結成冰

，所以，極易使天窗玻璃與密封

膠框凍住。如強行打開天窗易使

天窗電動機及橡膠密封條損壞，

因此要待車內溫度上升確認解凍

後再打開天窗。同樣，冬季洗車

時，即使熱水洗車如未完全擦淨

，車輛在行駛中天窗邊緣殘留水

分也會凍住，所以洗車後應打開

天窗，以便擦乾周圍水分。另外

，天窗密封條表面經過噴漆或植

絨處理，為避免凍住，噴漆處理

膠條最好用軟布擦乾，再塗上些

滑石粉。而植絨處理膠條擦乾即

可，切勿粘上油污。 （未完待續

）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汽車維脩大全（十）

灌腸排毒治大病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將我們

的身體看做青山綠水，那麼，疾病就
是洶湧澎湃的洪流，它要衝決堤壩、
毀壞良田……怎麼辦呢？堵住它！堵
就是西方現代醫學所採用的方法。癌
細胞像洪水一樣吞噬著我們的身體，
醫生們則像抗洪救災的勇士一樣，哪
裡有決口，他們就沖向哪裡。他們用
手術刀和放療化療等對抗手段消除癌
細胞，阻止其進攻。然而，結果怎麼
樣？你越堵，洪水就越洶湧；醫生越
採取對抗療法，癌細胞就擴散得越快
，最後，青山綠水化為荒涼泥潭。這
就是現代醫學不能從根本上治療癌症

、糖尿病和心髒病等慢性疾病的原因
。

鯀有法力無邊的息壤，終因方法
錯誤，治水失敗；大禹雖無息壤相助
，卻因方法正確，終於大功告成。面
對來勢洶洶的癌症、糖尿病和心髒病
……西方現代醫學的對抗療法不正如
鯀治水一樣束手無策嗎？而養生的灌
腸排毒法正像大禹治水一樣有效。這
是因為灌腸排毒療法採取了疏導的方
法，當洶湧的洪水即將沖毀堤壩的時
候，灌腸排毒療法在一些河段開溝挖
渠，將洪水從這些溝渠裡排走。灌腸
排毒療法並不針對某種疾病採取對抗

療法，它
只關心人
體的兩條
疏導渠道
：一是肝
臟的解毒
功能；二

是人體新陳代謝的能力。增強身體的
這兩種能力，也就為人體洩洪排澇打
開了通道。

中醫理論認為，治療一切慢性病
，我們首先應該關心的是調整新陳代
謝系統，而不是去對付其症狀。只要
新陳代謝系統恢復正常，身體的組織
器官及其細胞功能就能恢復正常，症
狀就會自動消失。在此基礎上，可採
取兩種方法：一是通過咖啡灌腸來排
除體內的毒素；二是通過補充新鮮果
蔬汁和各種微量元素來調整新陳代謝
系統，使其功能恢復。正是運用這些
原理和常人都能使用的方法，灌腸排

毒療法創造出了許許多多的奇蹟
！

漢代名醫王充說：“欲得長生
，必先腸淸；欲得不死，腸中無
屎”。可見保持大便暢通對於身
體健康有多麼重要的作用。遺憾
的是，很多人只迷信手術刀，根
本不相信僅靠咖啡和蔬菜水果就
能創造醫學奇蹟。英國不少癌症
患者在幾乎絕望的情況下，開始
嘗試灌腸排毒療法，結果竟有相
當數量的患者奇蹟般地被治癒了
！毋庸置疑，在一定程度上，灌
腸排毒療法正代表著醫學發展的
一個方向，它注定將改變現代醫
學的認知模式，帶來一場轟轟烈烈的
醫學革命！

由有三十年醫院工作經驗的註冊護
士Judy主理的新世紀養生學苑提供獨
特的體驗教學及養生服務，教您清腸
排毒、滋養修補、預防大腸癌；改善

亞健康體質，徹底告別便秘、口臭、
失眠、頭痛、倦怠、暗瘡、濕疹以及
慢 性 疾 病 等 。 諮 詢 電 話 ：
281-546-1018。地址：6515 Corpo-
rate Dr, #L, Houston, TX77036。

（休士頓/秦鴻鈞）那真是偉大的一刻，休
士頓各族裔的人士，他們不論來自何方，不論
使用何種語言，他們都以同樣的歌聲演唱：
「當我們同在一起」，可愛的童聲合唱，為十

一月七日的 「二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晚
會，揭開了美好的序幕。這場萬人大合唱，是
出席的各校以穿校服或拉橫幅，各自在媒體前
曝光，這是美南36年，乃至全美有史以來，最
大的一次盛會，所有參與的人，以史為鑒，從
小孩開始，學習和平共榮，聆聽世界的聲音。

該晚會的主辦人，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昨晚與共同主辦該活動的
「休士頓大學」城區部校長Dr.William V.Flores

，以及共同主辦的 「Career and Recovery Re-
sources,Inc」 的 執 行 長 Vernus C. Swisher， D.
Min 共同參加了在ITC舉行的國際記者會，分
別代表了亞裔，拉丁裔及非裔發言，他們一致
認為 「愿和平永駐」紀念二戰勝利70週年大型
文藝晚會，讓我們共同書寫歷史。該會也將作
為休士頓公民月活動的一部分。

2015年是二戰勝利70週年﹒70多年前發生
的這場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和悲壯的一
場戰爭﹒撫今追昔，時過境遷，戰爭隱患依在
，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冷戰思維仍在作崇﹒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隆重追憶和紀念這段歷史是
堅決維護二戰後公平正義歷史審判的體現；是
維護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體現；是中華民族
鑄和平堅定信念的體現﹒

在二戰勝利70週年之際，舉辦紀念活動，
銘記抗戰歷史，對捍衛和平，對教育後代都具
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助於增強海外華人愛
國愛鄉、愛和平的情感，也將增強華人在美國
的凝聚力及社會影響力.

聯和國大會第69屆大會日前一致通過紀念
二戰70週年慶祝活動﹒2015年6月26日，聯大
舉辦了 1945 年 10 月 24 日簽署聯合國憲章的 70
週年慶﹒此舉將攜手全球和平組織,再次強調聯
和國大會全球提倡的平等,人權以及世界和平的
主張﹒

2015年11月5日至10日，美南傳媒集團在
休斯敦Minute Park棒球場舉辦盛大的“二戰70
週年紀念,慶祝多元文化和世界和平以及研討會
”系列活動﹒該系列活動將同慶多元文化，彰
顯國際主流文化大熔爐﹒

二戰的慶祝活動將為美國多元化的發展寫
下令人難忘的篇章﹒在慶典中將以世界多族裔
的音樂與舞蹈來慶賀大典，同時有多國政府各
階層的官員與中美退役老兵共襄盛舉﹒將吸引
成千上萬來自美洲，亞洲，拉丁及非洲多族裔
的朋友共同表達對普世和平的祝願﹒並將為此
活動出版物刊永存美國國會﹒美南報業發行人
李蔚華先生表示：“歷史不能遺忘，我們必需
從戰爭悲劇中汲取教訓”

當晚出席記者會的還有晚會的共同主席李
秀嵐，賴清揚大律師以及記者會主持人 Jim
Noteware等人。

當晚的節目有一長達六分多
鐘的 「行雲流水」，分別由閻亦
修演奏蕭，彭晨的二胡，以及魏
詩維的古箏，分別以太極，武術
搭配演出，現介紹如下：

魏詩維 ，六歲開始學習古
箏，在小學五年級獲得了古箏八
級證書。於 2004 年考入沈陽音
樂學院古箏表演專業。並且多次
獲得民樂比賽一等獎及二等獎。
2009年末來到美國留學，現學習
作曲以及鋼琴。現已完成兩部作
品，鋼琴獨奏和合唱。

彭晨，休斯頓州立大學音樂
治療研究生在讀，畢業於南京師
範大學音樂學院。自幼學習二胡
，先後師從著名二胡教授，歐景
星，林東坡，大學期間師從中國
十大二胡演奏家王小楠老師。大
學期間，表現優異，兩次獲得中
日韓國際二胡大賽的金獎（日本
站）（韓國站）並發表論文數篇
。她有著豐富的舞台表演經驗，
應邀參加CCTV翰墨因緣節目錄制。現今致力
於音樂治療的工作，並鑽研將中國民樂融合於
音樂治療中。

閻亦修，系中國竹笛專業委員會會員。曾
為張立忠民族管樂工作室竹笛教師，兼任大連

機場前小學、新華小學、大連海浪模特藝術學
校竹笛教師。2003 年 1 月，參加全國青少年，
獲民族管樂獨奏一等獎；2006年10月，獲得第
86屆《桃李芬芳》全國青少年民樂觀摩音樂會
民族管樂一等獎，等等。

「「二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二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 晚會晚會
休市首創萬人齊唱和平之歌休市首創萬人齊唱和平之歌 「「坐席方陣坐席方陣」」 ———晚會亮點介紹之—晚會亮點介紹之（（三三））

圖為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為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中中））昨晚在昨晚在
國際記者會上致詞國際記者會上致詞（（後排左起後排左起））Jim NotewareJim Noteware，，共同主席李秀共同主席李秀
嵐嵐，，共同主辦人共同主辦人 「「Career and Recovery,IncCareer and Recovery,Inc」」 的執行長的執行長VernusVernus
C.SwisherC.Swisher，，D.LinD.Lin以及休大城區部校長以及休大城區部校長Dr.William V.Flores,Dr.William V.Flores,賴賴
清陽大律師清陽大律師。（。（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10月17日下午第六屆休斯頓恒豐杯中國
象棋大獎賽在恒豐銀行大樓12層的大廳落下幃幕。經過5輪激烈
的積分迴圈賽，曾獲北美地區冠軍的胡玉山不負眾望，榮獲了本
屆大賽A組冠軍，並摘取了 $500美元獎金。這是他第六次蟬聯
休斯頓中國象棋大賽的冠軍。B組的冠軍和美元 100美元獎金由
Cung Tran (越南) 獲得。

本次比賽是自2009年第一屆恒豐杯中國象棋以來最為正規
的賽事。比賽為期兩天、 採用亞洲規則、 比賽用時為每人45分
鐘、 設定A組和B組。參賽棋手自由選擇組別。相對而言 A組
選手具有較強的實力。

A組第二至第四名分別是: 吉米林 (越南)，本傑明 • 塔 (越
南) 謝文川。

B組第二至第四名分別是:武治儉，聰樂 (越南) Nhan 樂 (越
南)。

本屆恒豐杯象棋大賽得到恒豐銀行的全力支持,恒豐銀行作

為社區銀行,在市場經營中,始終
秉持 「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
則,齊心協力服務于廣大客戶的同
時，并盡一切的可能的力量回饋
社區及客戶對於銀行業務的支持
。長期以來關注並支持社區的一
切有意義的活動,以盡社區應盡之
社會責任。

10月17日，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館鄧賽英領事、 恒豐銀行公關
部經理周明潔、 休斯頓象棋協會
主席鄭守賢、 知青聯誼會會長景
乃傑親自出席了閉幕式。四位分
別致辭並表示了對本項文化活動的讚賞、 指明通過恒豐杯中國
象棋大獎賽、 活躍和豐富了參與者的文化生活、 結識了更多的

朋友、 弘揚了中華文化。本次比賽由休斯頓象棋協會和休斯頓
知青聯誼會主辦。

2015第六屆恒豐杯中國象棋大獎賽鳴金收兵

A組冠軍 B組冠軍

圖為亞美舞蹈團演出圖為亞美舞蹈團演出 「「雨中花雨中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亞美舞蹈團成功舉辦第十屆亞美舞蹈團成功舉辦第十屆 「「錦繡中華錦繡中華」」 舞蹈晚會舞蹈晚會
融合東融合東，，西舞蹈的精髓魅力西舞蹈的精髓魅力，，二天觀眾近萬人二天觀眾近萬人，，一票難求一票難求

（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頓/秦鴻
鈞）亞美舞蹈團一年一度的 「錦繡中華
」已成了休士頓舞蹈藝術迷絕不肯錯過
的盛會，今年剛好為第十屆， 「亞美舞
蹈團」加上國內來的舞蹈菁英，更為
「錦繡中華」增添色彩。
晚會從新疆舞 「旋旋旋」開場，一開場

就為我們帶來色彩鮮艷，繽紛的新疆舞
風。 「傣家的女兒傣家的情」由 「亞美
舞蹈團」主要演員蘇燕妮和獨舞演員
Sylvia Ngo表演的雙人舞，動作細膩，整
齊，充滿傣族的韻味，將傣族的含蓄與
妖嬈表現的淋漓盡致。
「詠荷」是亞美舞蹈團演出的四人舞，

藉婀娜的舞姿將荷花的諸多風貌表露無
遺。 「曾經走過」是2015年參加 「中國
好舞蹈」比賽的中國優秀演員周麗君演
出，以一連串細膩的動作和思維，展現
一名舞蹈演員從把桿訓練到成功地展現

在舞台上的艱苦過程。 「浮」是由國家
優秀舞蹈演員卜瑞表演，將身體的柔韌
度與地面的接觸充分地展現。舞蹈表演
在這個變化萬千的世界裡，漂浮地找尋
自己在世間最恰當的位置。
上半場的壓軸舞蹈 「雨中花」是由 「亞

美舞蹈團」演出的一場團體舞，藉由細
緻的肢體動作，呈現雨中的花兒多少動
人的風貌。
下半場由精彩的 「和韻吟月」開場，這

是由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武魏峰和周麗君
表演的雙人舞，兩人默契的配合， 剛與
柔，陰陽關係的鮮明對比，他們是矛盾
辯證的統一體。這支舞令觀眾掌聲不絕
，連聲叫好， 「梅」是由亞美舞蹈團演
出，展現梅花在冬天傲霜雪的堅強。
「李白」是一支獨舞，通過舞台上演員

的瘋瘋癲癲，飛舞等大動作，勾勒出大
詩人李白的文思是如何飛舞，靈動。

「紅月」是亞美舞蹈團鄭怡凡和蘇燕妮
表演的中國古典雙人舞，用長長的水袖
，飄逸的長裙表演 「紅月」下的諸多情
致。 「春江花月夜」是由周麗君表演的
一支現代舞劇，獨舞。以現代人的思想
來將月色與江水相互對襯，是一支頗具
創意，耐人尋味的舞蹈。壓軸的 「唐古
拉風」，由亞美舞蹈團擔綱出演，表現
出熱情洋溢在傳統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再
添加流行音樂的元素，使舞蹈的表演更
具現代化。
這次第十屆亞美舞蹈團 「錦繡中華」的

演出，在第二天（週六）吸引了許多貴
賓，包括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州議員吳元之，法官張文華，國會議員
Al Green代表譚秋晴及文化參贊楊松等人
都都到場祝賀，並頒贈祝賀文告給 「亞
美舞蹈團」負責人葉繼瑩，以嘉獎她
「錦繡中華」十年有成。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敦煌廣場」內的 「麵麵聚道」自
下週一起舉行 「週年慶」，凡前來此消費的客人，一周內皆可享
受5%的優惠。

另外，該店新來的成都廚師謝濤，過去曾在紐約及 「小熊川
菜」做過，菜式一流，充滿創意，不論菜的口味和賣相，均極為
講究，堪稱一絕，如他新推出的麻辣牛肉乾， 小椒拌木耳，鐵
板川椒蝦，鮑菇小炒肉，雙椒魚片，荷包豆腐……等新菜，都是

您在 「麵麵聚道」第一次吃到，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歡迎
各界趁 「麵麵聚道」週年慶時來嚐鮮，體驗名師的傑作。

近期 「麵麵聚道」的川菜名廚，更是創意大發，新推出
很多大家從未吃過的特色新菜及麵，如重慶小麵，毛血旺，
極品紅燒肉（砂鍋），小炒田雞，蒜泥白肉，夫妻肺片，鮮
椒魚片， 麵麵聚道， 涼拌燈影絲，怪味雞，香鍋牛柳，青花
椒水煮魚， 香辣鍋巴蝦， 燴涼粉， 血旺燒大腸， 冷鍋系
列（如冷鍋牛柳，冷鍋肥牛， 冷鍋魚片）每道菜皆令人心喜
不已。 如 「極品紅燒肉」，在燒的滾熱的砂鍋裡，底下襯的
油豆腐，紅燒肉香酥肥美，十分入味，休市很少能吃到這麼
好吃的紅燒肉，稱之為 「極品」，實無過譽。 還有大家最愛
點的 「冷鍋系列」，將粉皮，牛腩，木耳等食材煮的如此入
味，可稱之為： 「口口都是餮饈！」是最下飯的名菜。

「麵麵聚道」的 「新增麵類」有：怪味麵，勾魂麵，渣渣麵
，豆湯麵，還來不及逐個品嘗，一碗勾魂麵，已將您的魂魄
勾去了大半，勾魂麵不僅賣相漂亮，在色澤的搭配和口味的
抉取上名廚也發揮創意，將雞茸末，豬肉末和花生碎末，再
配上剁椒，紅油的麻辣，一碗鮮香的乾麵就呈現在您面前。

「勾魂麵」，麵如其名，即令不常吃川味麵的人來上一碗，也個
個大呼過癮，因為它味美的極有層次，值得細細回味。

「麵麵聚道」的招牌麵還有川味牛肉麵，川味脆紹麵，四
川擔擔麵，家常排骨麵，川味熗鍋面，清湯炸醬麵，川味肥腸麵
，道道汁濃味美，合乎川菜 「尚滋味，好辛香」的特色！

除此之外，它的四川涼麵，雞絲涼麵，肥腸粉，酸辣粉，鍾

水餃，紅油抄手，芙蓉蒸蛋，紹子蒸蛋……等小吃也極有份量，
值得細細品嚐。

「麵麵聚道」最值得一提的還有它的炒菜，砂鍋，把有多種
做法的川菜發揚光大，如泡菜，跳水，蒜泥味，豆瓣味，魚香，
宮保，水煮，麻辣，油潑，剁椒……成就了 「麵麵聚道」精彩的
拿手好菜，如川香辣子雞，麻婆豆腐，回鍋肉，火爆肥腸，川香
豆花魚片，水煮魚片，涼粉燒牛腩，川味燴涼粉，酸菜肥牛……
以及他們精彩的 「砂鍋」，如砂鍋腸旺米線，砂鍋海味麵，砂鍋
牛腩，砂鍋排骨米線，砂鍋丸子，砂鍋什錦……無論是菜色的賣
相或入口的滋味，師傅的手藝極佳，令人吃來擊節讚賞。

「麵麵聚道」在敦煌廣場C棟，位於 「豆腐村」和 「歡樂小
站」中間，由於價錢公道，是上班族午，晚餐及家庭聚餐最理想
的去處。該餐廳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十一點起營業。週日至週四
至晚間九點半，週五，週六至晚間十時。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電話：（832）831-3038

「麵麵聚道」 下週一起舉行週年慶
推出多樣新菜，並舉行一整週九五折優惠

荷包豆腐荷包豆腐

鮑菇小炒肉鮑菇小炒肉 鐵板川椒蝦鐵板川椒蝦

雙椒魚片雙椒魚片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 「「麵麵聚道麵麵聚道」」 的川菜名師謝濤的川菜名師謝濤，，該店祁老闆夫該店祁老闆夫
婦合影於該店內婦合影於該店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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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黎瓊芳Connie Lai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713-480-9988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Agent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CC1515廣告天地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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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19年豐富房產經驗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美聯地產美聯地產

電話：（713）823－2226

HoustonRealtyd@gmail.com
詹慧(Diane Sum)

中國城餐館出售
靠近中國城新屋出售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Downtown of Houston優美與豪華住家

好
學
區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專精買賣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投資˙管理˙協助投資者長短期投資、高效期回報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專精專精::房屋房屋 商業商業 公寓公寓 土地開發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 832832--235235--50005000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糖城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1821呎，格局方正，交通便利，2分鐘至6號與59高速，售$218,000
◆西北區Sho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60,231呎，2003年建，高報酬8%，售$2,980,000
◆糖城RiverStone，新房促銷，地點好，送$35,000 upgrade，機會有限。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
售$1,500,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 713713--459459--26562656

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Houston 以南 1 小時車程 Hartz
Fried Chicken炸雞店出售。業主
退休。連房地產僅售46萬。機會難
得，請電713-899-1968查詢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每一檔商鋪以1000英呎為一單位（可多不能少）每英呎售價樓上$190樓下$235
可自用或投資，擁有單獨房契，經紀人付3%佣金，歡迎承租，每呎$2-2.5

* 餐廳、辦公樓、國際學校、醫生診所、
活動廣場、公寓式酒店等。

高檔次商場高檔次商場規劃有規劃有：：

唐心琴/負責人
Sheree Lee/Broker
公司(281)242-6655
手機(832)651-2848
Email: DreamsRealty88@yahoo.com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
糖城第一個中國城銷售中

17.5英畝、5棟商業建築、預計130單位
地址：4899 HWY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位於家樂超市，恒豐銀行糖城分行之間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
正宗越南海鮮烏龍麵

11210 Bellaire Blvd.
Suite 133, Houston,

Texas 77072
Phone: 832-770-4681
Fax: 832-770-4486

各式正宗越南烏龍麵各式正宗越南烏龍麵，，河粉河粉，，煎糕煎糕。。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
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協助貸款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中國城好地點，兩千四百尺餐館出售八萬元
˙日本餐館出讓七萬，多家Buffet店出讓六萬元起
˙有多處房產出售十八萬起
˙中國城附近，冰店出讓，生意穩定，地點好，發展潛力大
因老板移居外州，機會難得

˙小型商場出售，有穩定收入六十八萬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1. 休士頓賺錢 連鎖旅館Super 8，49房，年營$75萬，售$325萬，頭款$100萬。
2. 休士頓Americd's Best Value Inn & Suites 117房，售$500萬，

頭款$160萬，業主供銀。
3. 休士頓獨立旅館44房，年營45萬，售$235萬，頭款$70萬
4. 德州獨立96房，年營$75萬，售$250萬，頭款$70萬，路州獨立144房，$210萬，

獨立166房，年營$130萬，售$425萬。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德州華美投資地產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Kenny Huang

(832) 348-7824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Realty Associaties

黃顯意
Hotels Specialist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全方位理財服務
● 減稅計劃
● 商業計畫
● 退休計畫
● 固定收益計畫

Defined Benefit Plan
● 固定供款計畫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 員工福利計畫

● 教育基金
● 遺產規劃

提供各大保險公司產品
● 人壽保險
● 傷殘保險
● 長期護理
● 各類年金
● 401K & 401K Rollovers
● 團體健康保險

譚秋晴
Alice C. Chen

註冊會計師(CPA)、工商管理學碩士(MBA)
美國壽險訓練學院院士(LUTCF)
亞裔市場副總裁、財務計畫師

Manager, Defined Benefit Specialist**
Park Avenue Securities LLC (PAS) 的註冊代表和財務顧問。通過 FINRA 與 SIPC 的成員 PAS 提供的證券產品和顧問服務。位於紐約州紐約的 The Guard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 (Guardian) 的金融代表。PAS 是 Guardian 的間接全資子公司。Wealth Design Group 並非 PAS 或 Guardian 的附屬公司或子公
司。*並非為 Guardian 或其任何子公司或附屬公司執業。Guardian 及其子公司、代理人及員工不提供稅務、法律或會計建議。請向您的稅務、法律或會計專家
諮詢您的個人情況。**擔任此職銜的財務專家不可提供將使財務專家有資格成為合資格計劃的 ERISA 受信人的服務。Wealth Design Group 是獲授權提供位於
紐約州紐約的 The Guard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Guardian) 及其子公司之產品的獨立代理機構。GUARDIAN® 標識為 Guardian 的註冊服務商標，
經許可使用。2015 年-xxxx Exp 8/17

通過提供的產品

3040 Post Oak Boulevard,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56

Direct: 281-220-2732
Cell: 713-498-2879

Alice_Chen@wealthdesigngroup.net

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
華嚴蓮社訂於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農曆九月廿五﹑

廿六﹑廿七日)星期五~星期日假本社最吉祥殿﹐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
將三永日誦經功德迴向參與者閤家平安﹑身心健康﹑增福延壽﹒同時祈
禱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世界和平﹒
六日上午九時起恭誦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七日早上九時恭誦藥師
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八日早上九時起禮拜慈悲藥師寶懺﹒中午十一
時奉獻妙供﹔上供十方三寶﹐下濟六道群靈﹒下午四時晚課及蒙山施食﹐
利益幽冥眾生﹒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善信人等﹐駕臨拈香﹐同祈福益﹐凡欲祈福消災者﹐即

日起敬請與本蓮社聯絡登記﹐以便設立消災延壽祿位﹒三天
法會均備有素齋供眾﹐歡迎踊躍參加﹐同沐法雨﹐共邀福祐﹒

地點：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 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Email：ablsbuddha@yahoo.com.tw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謹訂

星期六 2015年10月24日 Saturday, Oct. 2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0月24日 Saturday, Oct. 24, 2015

商業部門 陳先生手機陳先生手機281281--561561--62886288

18001800--856856--00020002××111616
281281--630630--22122212

Mei Tan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1.糖城，4,211尺，後院湖景美麗，二層樓漂亮洋房，五房，四浴，樓上，樓下各一主臥室，高級水晶燈，挑高天花板，遊戲間。僅售 $375,000.
2.糖城，有湖社區，二層樓漂亮洋房，2807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二車庫，，廚房花崗石臺面，不銹鋼櫥具，，一樓全瓷磚地面。交通方便。

僅售 $289,900.
3.西北區, 兩層樓高級大洋房,。寬敞明亮，4361尺，五房，四套半浴室。三車庫，主臥室在一樓，主浴室有按摩浴缸，後院有遊泳池，美麗

湖景。僅售 $589,000
4.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

全地毯，近小學。有房客，月入$1670,僅限投資者購買，售 $215,000
5.西南區, 近中國城，兩層樓公寓，三房，三套浴室，全新裝修，內部新油漆，新瓷磚地面，房間新地毯，新花崗石臺面，有蓋車棚。

僅售 $88,000。
6.西南區, 近中國城，兩層樓公寓，二房，一套半浴室，全新裝修，內部新油漆，新瓷磚地面，新花崗石臺面，有蓋車棚鄰接後院。

僅售 $81,900。
7.百利學區，預建新屋，可按照客戶要求興建。4300尺，僅售 $895,000.
8.Montgomery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65,000.
9.辦公室及倉庫出售，於59號，8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內部14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上卸貨區。售 $780,000.
10.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1.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尺
12.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4，可立即搬入。
13.糖城雅房分租：$500/月，包水電，環境請潔優雅，好學區，近大華99，購物中心，交通方便。限女性。

主題：低油價和更嚴格的環保法規對能源
產業的挑戰與契機（The Challenges and Oppor-
tunities to the Energy Industry for Anemic Oil
Prices and Increasingly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時間：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上午8
時至下午5時

地點：Marathon Oil Corporation; the Mara-
thon Conference Center, 5555 San Felipe, Hous-
ton TX 77056.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將於2015年10月30
日舉辦2015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和石
油化工技術研討會。 「美國華人化工協會」西
南 分 會 〔the Southwest Section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SW-CACS)〕繼續和
我們一起合辦這次石油化工技術會議；並且
「探勘地球物理學會」（the Society of Explora-

tion Geophysicists-SEG）繼續贊助學生論文比賽
。

研討會在上午的全體會議期間特別邀請了
五位在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界的知名人士進行專
題演講。他們是：

• Claudia J. Hackbarth (Manager, Unconven-
tional Gas & Tight Oil R&D, Shell International
E&P Inc.)
-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Unconven-
tionals in Current Times”
• Dawn Constantin (VP Marketing & Funda-
mentals, BP Energy Company)
- "North America Energy: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 Dr. Kenneth M. Tubman (VP Technology &
Subsurface, ConocoPhillips)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 Volatile
Oil Price Market”
• William (Bill) Barkhouse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GEO-
PHYSICS, Society of Exploration Geophysicists)
- "The CAPA/SEG Global Partnership"
• Dr. Marinda Li Wu (2013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 “Partners for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Chal-
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研討會在下午則舉行同時進行的五個技術
會議:
• 深水（海）以及常規的探勘和生產（Deep-
water and Conventional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
• 非常規油氣資源的勘探與開發（Uncon-
ventional Plays）
• 工程和健康/環境/安全（Engineering and
HES）
• 商務發展（Business Development）
• 學生論文比賽（分為兩個會議）〔Student
Paper Contest (two sessions)〕

有意願參加研討會的朋友請在 「美國華人
石油協會」網站 www.capaus.org 上註冊繳費。
費用(包括歐式早餐、午餐、飲料、專題討論會
會刊和停車費）：會員為30元，正在轉換工作
者為15元，學生為10元。未經預約而臨時與會
者，將在所屬參與者類別費用上增加10元註冊
費。

為鼓勵大家參與這個研討會，以及由於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網站和會員資格數據庫

將遷移，以便會員們查詢資訊，這次研討會對

會員和非有效會員收取同樣的註冊費。但是請
注意所有未來會員有效資格的更新和確認將是
自每年1月1日開始到同年12月31日為止在該
年度這段時間是否繳納會費為準。如在年中期
間申請加入為會員，則需繳全年會費，不會按
參加的月份作相對比例的減收。

如對會員有效資格有疑問，請與李一寧
〔Yining Li (liyn2000@gmail.com)〕 或 俞 立 凡
〔Li-Fan Yue (lifanyue@gmail.com)〕聯繫。如
對討論會的註冊有問題，請發電子郵件到CA-
PAUSAEVENT@gmail.com.

在會場註冊時，登記台會確認您的停車票
並為您繳費，我們鼓勵您為參加此研討會盡量
合夥用車，以表示我們對節約能源的支持。

為統計人數作為研討會籌備工作的參考，
請盡早到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網站www.ca-
paus.org註冊。研討會詳細情形也可以到 「美國
華人石油協會」網站查詢。

我們盼望在10月30日的石油和石油化工技
術研討會上看見您。

 







中華台北代表隊前來休士頓參與 「2015年世界舉重錦標賽
(2015 IWF World Weightlifting Championships)」

20152015年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即將舉行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即將舉行

眾所矚目的 「2015年世界舉重
錦標賽(2015 IWF World Weightlift-
ing Championships)」 將 於 本 (201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8 日 在 休 士 頓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隆重登場，屆時將有超過70個國家
共計近 300 名選手參賽，比賽將精
彩可期。

此次賽事為2016奧運資格賽，
參賽國勢必派出最佳陣容全力以赴
，中華台北舉重代表隊也精銳盡出
，將派出男子 8 名、女子 7 名滿額
參賽，爭取最佳成績及取得2016奧
運資格。中華台北代表隊選手預訂
賽程如右圖，

謹註：以上賽程將視 11/18 最

後名單確認後有所調整。
去年中華台北代表隊參與仁川

亞運，成績斐然，其中女子舉重好
手許淑淨在53公斤量級以抓舉、挺
舉總合 233 公斤成績打破世界紀錄
，也為該隊參賽拿下第一面舉重金
牌。另一位女子舉重好手林子琦也
在63公斤級獲得金牌，並以抓舉、
挺舉總和 261 公斤打破世界紀錄。
本年中華代表隊積極備賽，期待再
創佳績，歡迎休士頓地區的僑胞朋
友共同前往觀賽，為我代表隊選手
加油打氣。關於本賽事、賽程、購
票等相關資訊請上網：www.hous-
toniwf2015.com。



CC1414 CC33國際影視 廣告天地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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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9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
˙Medical Center 2室2衛1廳﹑3室2衛一廳Condo二個單元出租﹐$900-1200﹐即將上市﹒
不定期批發房上市﹐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求租Medical Center﹑DownTown及610附近庫房﹐1000-1500呎﹒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查詢 www.har.com/amyshowrealey現在上市房屋買賣、出租現況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張
陳
雪

張
陳
雪
津津

●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休
士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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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好學區﹐降價售32萬.
2. Bellaire高中﹐4房2衛﹐約2175呎﹐廚房﹑浴室有花崗石枱面﹐屋瓦﹐冷氣﹐

車道﹐已換新﹐售45萬9千元
3. 近中國城﹐4房3衛﹐新漆﹐新地毯﹐車庫改成房間附廚房﹐浴室﹐售19萬8千元﹒
4.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Gessner會通過此地右邊﹒

福
遍
精
選

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3. Clements高中，約2633呎，4房2衛，木地板，Granite廚房枱面及浴室枱面，售27萬9千5.

SoldSold

SoldSold

SoldSold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三十年房地產租售及管理經驗
誠信可靠，敬請賜電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公司：713-988-1668 傳真：713-988-1634，kli@ccim.net, 網站：swrealtygroup.com

公司：713-988-1668
手機：713-826-3388

負責人：李雄
Kenneth Li

Broker, CCIM, CRS, CIPS, GRI

˙商場、辦公室、店鋪、廚房、公寓、旅館買賣、出租、租客審核、業務管理各種疑難交易、合約、餐飲、生意
租約轉讓，土地開發、政府及銀行物業拍賣競標等一站式服務。

˙全方位的地產諮詢及仲介服務，創辦於1988年，30年的專業經驗，誠信為本，認真負責的團隊精神。
˙德州地產公司誠徵地產經紀人及助理，提供地產經紀在職訓練，面洽李雄713-826-3388。

Wendy 許

Christine 仇Angela 李Di 王JIMMY 陳CATALINA 張annie 池

Jin Jin 廖John 黃 kan 陳kelly

kevin 徐Monica 周Walter 張Annie 李

mellisa 王

●中國城餐館，診所及
零售店面招租，已裝
修，可立即遷入，有意
者請速登記，王小姐
（281）772-6459

●Katy 凱蒂區近
10號公路，汽車
維修站，商業地
產及設備出售。
業主榮休割愛。

●休市中國城敦煌商場
一樓旺店出租，1900平
方呎，面對百利大道，
月 租 $2,500。 僅 此 一
間，有意者速洽。

●西北區近290
公路，工業及商
業用地，2.5 英
畝 ， 土 地 售
$550,000

●休市中國城一樓店
面，1100 平方呎，
已裝潢，可立即遷
入，月租$1,300。

●休市中國城地標恒豐
銀行大樓精裝辦公室出
租，附辦公傢俱，視野
好，可立即遷入。

●Westheimer 上著名
日餐館生意，東主榮
休求售，$238,000
●牙醫診所生意及房地
產出售，要價$350,000

●69號公路東北區，
近國際機場，1.35英
畝土地連廠房，售
$950,000， 可 建 旅
館，加油站或商場

●休市近公路610和
45號南，3200平方
呎獨立倉庫廠房出
租，月租$1,800。

●休市西南區近6號公路，獨立
商業物業出售，43000平方呎
出租面積，2008年建成，佔地
約4英畝，年收入36萬。投資
良機，年回報7%。

●米市近糖城，4英畝
吉地出讓，有湖有公
園，地理位置佳，適合
商業或公寓建設，可合
作開發，機會難得。

●Pearland梨城頂級化妝美容
店，有生意，年收入65萬，
位置絕佳，位於名店街，業主
無瑕照顧，忍痛割愛。求售。

●休市多項商業投資良機，
商場，土地或小型獨立商業
樓，年回報 5%-8%，100
萬至750萬，請面洽。

●大型商業投資
項目，由3千萬
至5千萬，敬請
面洽詳情。

●東南區，Pasadena，
3.8 畝土地，臨 Spen-
cer Highway 公路，可
建旅館，大型餐廳及商
場，售$1,200,000

●備有多項土地開發專
案，移民投資項目，合
作方案，詳情請洽李雄
713-826-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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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Children同時發售

上映演唱會DVD和電影
日本人氣搖滾樂隊Mr.Children宣布

發售演唱會DVD同時上映演唱會的電影

。其中DVD收錄的是今年6月的現場演

唱會，電影則是2月份的演唱會。唱片

發售分DVD和藍光碟兩個版本，題目是

《Reflection Live》，而電影則 Reflec-

tion Film，其中發售日期以及首映日期

暫定爲12月16日。

據悉，《Reflection Live》收錄的 6

月巨蛋演唱會“Mr.Children TOUR 2015

Reflection”，裏面演繹的歌曲從來沒有

發表，前所未聞的全部原創未發售歌曲

。 包 含 《fantasy》 、 《Melody》 、

《Fight Club》 、 《 斜 陽 》 、 《ICan

Make It》、《蜘蛛的絲》、《Rem》、

《Waltz》、《放縱》、《進化論》、

《足音Be Strong》、《幻聽》、《未完

》、還有《Starting Over》等23收歌曲，

是首次收錄在唱片中。

在收錄的演唱會中，主唱櫻井和壽

表示會用盡全力做最好的表演，甯願減

壽15年。本次的舞台、演出、燈光、音

響等，全部由Mr.Children制作。

Mr.Children今年2月已經上映了三周

演唱會的電影。而本次 “Mr.Children

Reflection”收錄的是去年9月到10月全

國巡演的北海道最終場演出，因爲當日

有《Melody》、《進化論》等多首從未

收錄在唱片中的9首歌曲演繹。電影也

包含Mr.Children的采訪。

由黃家強、任賢齊、蘇永康、梁

漢文組成的團體“男人幫”，本周再

度合體來台爲10月31日、11月1日兩

天于ATTSHOWBOX的演唱會進行宣傳

，由于滿滿的宣傳行程，因此大多時

間都只能在攝影棚裏吃便當，爲此地

頭蛇任賢齊特地在較早收工的晚上，

帶著一行人前往士林外雙溪釣蝦吃熱

炒，享受台灣的地道美食。任賢齊：

“特地帶來自香港的兄弟們感受寶島

台灣特有的休閑文化。”也讓目前忙

于宣傳與演唱會籌備的“男人幫”成

員們放松一下。

一進釣蝦場四個人便嚷著要比賽

，輸的人必須被畫臉並喝高粱酒，任

賢齊仍大方地傳授釣蝦技巧，“浮標

在動表示蝦子在試探，必須等到蝦子

夾住也就是浮標往下沈了才能將釣竿

往上拉。”

蘇永康及黃家強上一次釣蝦是

快 20 年前了，梁漢文則是沒有釣過

蝦，因此進場前最有經驗的任賢齊

特別教導大家釣蝦的方法，不過當

天晚上最有經驗且技術最好的卻枯

坐一整個晚上釣不到一只蝦，讓任

賢齊直喊：“蝦子真不給面子阿！

”反而是第一次體驗釣蝦的梁漢文

先釣到第一只蝦，接著黃家強也收

獲豐富，看到梁漢文與黃家強接二

連三的不停有蝦上鈎，任賢齊的釣

竿卻一點動靜都沒有，于是開始變

換拿釣杆姿勢甚是換位子找好風水

，不過一個晚上下來一只都沒有釣

到，讓任賢齊有感而發的表示：

“一直以爲釣蝦是靠技術沒想到運

氣這麽重要！”

帶隊前往釣蝦場准備大顯身手的

任賢齊，沒想到手氣太差坐了一個晚

上空手而歸，只能願賭服輸讓其他三

位成員在任賢齊的臉上作畫進行逞罰

，由于任賢齊爲拍戲剃光頭發，成員

們特地幫他畫上“浏海”及“長毛痣

”，沒想到意外的可愛，直喊著希望

任賢齊頂著這個造型出席演唱會，不

過任賢齊則表示演唱會有更特別的造

型請大家拭目以待。而當天開車的任

賢齊也認輸接受逞罰喝下一整杯高粱

酒，還特別請姐姐來當“代駕”帶他

回家。個性大器的任賢齊招待大家釣

蝦、吃熱炒又慘被畫臉卻一點也不生

氣，直說最近大家爲了准備演唱會壓

力都很大，可以讓大家笑一笑纾壓一

下也很好。

而“男人幫”才來台錄制《康熙

來了》的節目後，就驚傳出主持人蔡

康永與小S請持的消息，四個人看了新

聞後都大感驚訝。任賢齊表示：“好

榮幸臨別前有上過節目。”梁漢文更

是自爆自己很欣賞小S，且已經有12

年之久，就像小粉絲一樣會追蹤小S的

動態消息。而在這次的錄像時獲得了

小S的一個擁抱，讓梁漢文直呼：“也

算有個美好回憶。”

任賢齊帶男人幫釣蝦

成績挂零慘遭畫臉

日前，蔡康永、小S請辭《康熙

來了》，節目還剩7次錄影，預計11

月底最後一次錄影。

小S多年前曾在節目中承諾“康

熙”最後一集絕對邀李敖來錄影。

今日，對此，小 S 用私人賬號

在朋友的社交頁面下留言說，“不

會啦！”

“康熙”最後一期請李敖？

小S：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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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UPE. The dancers use different sensing method
to meet the beats of the music and the instruction of
sign language from the edge of the stage to
coordinate their motion and movement to
accomplish the complicated dance program with
rhythmic strength;

LONDON, Oct. 22 (Xinhua) -- China and Britain is-
sued Thursday a joint declaration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priorities in building a "global comprehen-
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partnership was announced by visit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Wednesday at a
news conference after his talks with 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Thursday's declaration specified the bilateral rela-
tions with pledges of joint efforts in fields ranging
from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hina-EU free
trade to cyber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Xi's visit to Britain, the first one by a Chinese presi-
dent in a decade, was hailed to have opened a
"golden era" in China-Britain relations featuring en-
during, inclusiv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The two sides recognize the global sig-
nificance and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stronger China-UK relations in promot-
ing global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
ty," the declaration said.
Britain reassured its supports to the in-
clusion of China's currency RMB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IMF) 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s) bas-
ket.
Both sides support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the London Stock Ex-
change to carry out a feasibility study
on a stock connect, according to the
declaration.
The two countries call for the swift
launch of joint feasibility study for a

China-EU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y would
also establish
a high-level
security
dialogue, with
both sides
agreeing not
to conduct or
support cyber-enable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secrets or confidential business
information, the declaration said.

Related
President Xi, Prince William Tour

China-Britain Creative Industry Exhibition
LONDON, Oct. 21
(Xinhua) -- The
visiting Chinese
leader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joined the Duke
and Duchess of
Cambridge on
Wednesday
morning at a
creative industry
event at
Lancaster House
celebrating
cultur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China and Britain are both cultural powers. We
should enhance creativ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mprov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through cultural products," said the presi-
dent during a warm conversation with Prince Wil-
liam.
Th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Showcase demon-
strates how the two countries are working increas-
ingly together in the creative sector, sharing knowl-
edge and expertise, and forming partnerships that
benefit and enrich both markets and economies.
Aston Martin, a British car brand best known for its
association with James Bond, is turning to China
for additional technology for its super cars by forg-

ing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online
entertainment company LeTV.
"We are working on some advanced engineering
with LeTV to put their TV technology into our car,"
Aston Martin CEO Andy Palmer told Xinhua at
Lancaster House.
Stopping by the booth of Chinese auto company
BYD, the two couples
learned that London's
famous red double-decker
bus now has a Chinese
designer and producer.
BYD has transformed
London's traditional
cultural icon into the first
purpose-built,
emission-free
double-decker in the
world. And later this year,
London will become the first city to operate them.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di-
viduals are seeing Britain as an innovation hub,
and there has bee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ilm, television and gaming industries.
While Sherlock, Downton Abbey and James Bond
have enchanted many Chinese, British museums
and leisure attractions are taking their first steps in-
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
seum has join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sign
museum in Shenzhen, China, and Merlin Enter-
tainments is planning theme parks across China.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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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ritain Issue Joint Declaration
To Seal Mutual "Global" Partnershi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an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meet media after their talks at 10 Downing Street in

London, Britain, Oct. 21, 2015. (Xinhua Photo)

(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 A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
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
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
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

versi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
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
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
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
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
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
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
mances by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Goddess of Auspi-

cious (Thousand Hands Guangyin), acro-
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
ers: the Xiangyuen Brothers and “ Face
Change Artist,” Zhang Song.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
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
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
son.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
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
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any talented perform-
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ill provide a
variety of entertainment
while reminding us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commu-
nity that is Houston, Tex-
as.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October 18,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
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
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
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Face Change
Artist"-- Performer: Zhang Song.
Face Change is a mysterious stunt
originating from China's Sichuan
Opera, and a romantic way to
reveal one's inn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resulting in a piece of
magical insta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painted face.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Wea H. Lee

The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Xiangyuen
Brothers. The twin
brothers (Yang Lin and
Yang Jian) started their
dedicated acrobatic
career at the age of only
ten years old.

U.K.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Catering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th Lavish Pomp And

Circumstance To Finalize Favorable
Business Deal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4th R)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re accompanied by
British Prince William and his
wife Kate, the Duchess of

Cambridge, as they attend a
creative industry event in

London, Britain, Oct. 21, 2015.
(Xinhua/Zhang Duo) London's famous red

double-decker bus
now has a Chinese

designer and 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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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Line Restaurant Supplies

KITCHEN DEPOT

即日開始，本店每天營業
存貨全減價七折起

歡迎來電
免費咨詢﹐免費估價

提供UPS郵寄和貨運服務

退休清倉大減價
多買多折扣！

由徐皓峰執導的電

影《師父》今日曝光壹

組罕見的冷兵器特色海

報，以刀光劍影之姿肢

解民國江湖各門派的

“百曉生兵器譜”。談

及《師父》的創新，導

演徐皓峰表示：“北方

的拳術和兵器有直接的

關系，1932年的天津，

高手對決不只是拳腳功

夫，而是兵器的虛操。

我拍武打片就是想說這

壹點，歷史記憶是如何

在民間得以保留的。”

傳奇十三器，中國
冷兵器再造民國江湖

電影《師父》講述

的是民國年間師父陳識

（廖凡飾）為完成“詠

春北上，弘揚武學”的

使命，欲在天津開武館立足，由此掀起

了津門武學界的壹陣血雨腥風。在最新

曝光的這組兵器海報中，十三種罕見的

傳奇冷兵器在復古朱紅、高冷銀灰、森

系墨綠的映襯下，煥發新生。誠如導演

徐皓峰所言，“妳要練了戰身刀才知道

八卦掌是怎麽回事”，在海報中排布錯

落有致的“傳奇十三器”有著各自的傳

說。方天畫戟可刺可砍是古代最兇猛的

武器,三尖兩刃刀是二郎神的權杖，子

午鴛鴦鉞是八卦掌門的象征；刀體短、

刀面窄、刀鋒尖的八斬刀是鴉片戰爭對

抗英軍長槍的英雄；兩端皆利刃的日月

乾坤刀是四門拳械具有代表的器械之壹。

據廖凡透露，此番他在片中相愛相殺的

對象不是紅顏而是兵器，“陳識身處亂

世，他發揚詠春不再只是強身健體，這

壹門派的鋒利與血腥被激發。在片場練

功的我和宋洋，不是打木樁，而是打刀

樁，壹不留神就會血染刀刃。” 有別

於傳統功夫片拳拳到肉的近身肉搏，電

影《師父》中生猛黑酷的兵戎交加是對

於中國冷兵器時代最生動的致敬。

最過癮決鬥，重現“長巷對打”致
敬李小龍

天津是民國武林的中心，電影《師

父》所展現的“天津18館”結盟成立

武士會，蔣雯麗所飾演的夫人繼承亡夫

留下的館長之職，“武館不教真功夫”

是不成文的規矩。壹心想要振興詠春的

陳識將壞了“天津街頭不亮鐵器”規矩

的耿良辰收為徒弟，教真功、練真功的

這對師徒顯然挑釁著整個民國武林。據

悉，片中有壹場重場動作戲“長巷對打”

便來源於此。化身詠春高手的廖凡以壹

人單挑數位深藏江湖的各門派高手，在

壹條暗黑曲折的長巷以刀刀封喉之姿將

其壹壹攻克，神似李小龍壹層壹層攻克

奧義塔，導演徐皓峰顯然是以《師父》

致敬“功夫之王”李小龍。有別於“王

牌師父”家仇國恨、兒女情長的內心糾

葛，片中飾演“古惑仔徒弟”的宋洋顯

然更純粹：“如果不是陳識，耿良辰就

是個暴脾氣的車夫，壹身痞氣的古惑

仔。雖然他拜師的本意是覬覦師娘美

色，但練功踢館使得他陰差陽錯成了天

津街頭的傳奇。耿良辰就是個初生牛犢

不怕虎的刺頭，因為他，我在電影中過

了英雄癮。”

據悉，電影《師父》改編自徐皓峰

同名中篇小說，由北京世紀夥伴文化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等聯合出品，徐皓峰擔

任導演及編劇，張黎擔任總監制，胡曉

峰、李霞擔任總制片人,將於2015年12

月11日全國公映。

《年少輕狂》天降怪咖 鄭愷包貝爾熱血闖高校
校園青春喜劇電影《年少輕狂》已定檔11月

13日全國公映，該片由陳妍希、鄭愷、包貝爾、
孫堅、唐藝昕五位人氣明星聯合主演。片方今日
再放重磅炸彈，接連發布了“校園怪咖版”海
報、預告片及壹張全新的主題海報。這組海報與
之前曝光的人物海報角色定位相同，人物風格卻
迥異，五位主演紛紛以“怪咖”形象現身，做出
各種搞怪動作萌煞觀眾。而在主題海報中，陳妍
希與其他四位男主首次合體出現在壹個畫面。全
新的“校園怪咖版”預告則向人們展示了五位主
演喜迎畢業典禮，集體鬧校園的熱鬧場面，點滴
之間盡顯青春洋溢。

校園青春喜劇電影《年少輕狂》此次曝出的
人物海報主打“怪咖”概念，正是為了體現影片
“年少輕狂”的概念，五位主演紛紛搞怪登場，
嘟嘴、爆笑萌態可掬。

沿襲之前的人物定位，陳妍希、鄭愷、包貝
爾、孫堅、唐藝昕等主演被貼上“呆萌校花”、
“黑客學霸”、“樂天囧神”、“鮮肉導演”、
“跟班小弟”的標簽。不同於之前，此次五人分
別以“怪咖”形象現身。其中鄭愷、包貝爾兩兄
弟繼《跑男》後再結緣，《年少輕狂》徹底變身
怪咖大派對，海報中鄭愷眼神不羈，包貝爾動作
誇張，都給觀眾展示了壹副怪相。

另壹張主題海報中，五大主演首次合體亮

相，其中四位男主身穿帥氣西裝霸氣登場，陳妍
希則身穿學生服坐在四位男主中間，如眾星拱月
壹般透著青春的狂傲。讓人驚喜的是在主題海報
中除了鄭愷、包貝爾、孫堅外還有壹位神秘男生
亮相，這不禁讓人猜疑：這位神秘人究竟是誰，
與怪咖團有何聯系？

除了海報，《年少輕狂》今日還曝光了壹支
全新的“校園怪咖版”預告。預告片用激情四射
的音樂做背景，以五位校園怪咖的身份為線索，
串聯出壹場青春洋溢的校園盛世。預告中，五位
主演的身份、特長也壹壹曝光：負責清純賣萌的
校花陳妍希，無敵黑客加超級學霸鄭愷，DV攝像
包貝爾，鮮肉出擊孫堅，還有眼光獨到緊跟不放
的唐藝昕。

整款預告貼合影片氛圍，畫面唯美，場面宏
大熱烈，煙花、舞蹈伴著絢麗的舞臺，給人無限
震撼。“沒有學弟學妹，只有校園怪咖”和“沒
有二逼的過去，哪有牛逼的未來”兩句話表現了
年少時同學朋友之間親密無間的情誼和任性放肆
的活法，從“瘋鬧”到“狂歡”，點滴之間盡顯
青春洋溢。

據悉，《年少輕狂》由北京華藝宏泰文化發
展有限公司、北京華山論劍影視文化傳媒共同出
品，恒業影業發行，將於11月13日全國公映，
是該檔期內唯壹壹部校園青春喜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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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錘強吻楊子姍被揍
陳柏霖師徒“仗勢欺人”

由叫獸易小星導

演，黃建新監制，韓寒

擔任首席藝術指導的奇

幻喜劇《萬萬沒想到：

西遊篇》即將於 12 月

18日全國公映。今日，

片方曝光了壹組“我王

大錘不服”版海報，海

報中，大錘鞍前馬後地

為陳柏霖、劉循子墨、

Mike D.Angelo、 叫 獸

易小星組成的唐僧師徒

捏肩捶腿，扇風擦鞋，

“諂媚”表情盡顯屌絲

本色。面對楊子姍飾演

的女神小美，大錘強行

索吻卻被“啪啪打臉”，

只好在情敵馬天宇身後

扮鬼臉泄憤，誇張顏藝

充滿喜感，獲贊新壹代“顏藝帝”。

海報中的王大錘延續了壹貫的

屌絲設定：盤絲洞前為唐僧殷勤扇

風，花果山上背孫悟空起駕，高老

莊門口為八戒大保健，流沙河畔跪

地為沙僧把鞋擦。而唐僧陳柏霖、

孫悟空劉循子墨、豬八戒Mike、沙

僧叫獸易小星也壹改“出家人慈悲

為懷”的質樸，聯手“仗勢欺人”，

頗具喜感。雖然大錘慘被陳柏霖帶

領的“西遊天團”欺負，但他依然

滿臉“即將成為大英雄，迎娶蘇小

美，走上人生巔峰”的表情，為海

報貢獻了影帝級顏藝，成為最具喜

感的新壹代“顏藝帝”。

影片中，王大錘暗戀楊子姍飾

演的燒餅店老板小美，不過，小美

不僅是外貌協會資深會員，和海報

上的辣椒壹樣，還是個性格火爆的

“暴力少女”。面對大錘的熱情獻

吻，小美直接用菜勺“啪啪打臉”。

馬天宇飾演的情敵慕容白，偏偏又

是眾人仰慕的降妖高手，白衣翩

翩，才貌雙全，完全無視大錘的存

在，讓大錘傷透腦筋，大錘只能在

背後扮鬼臉發泄心中不滿。大錘如

何逆襲成功追到小美，性格迥異的

三人究竟會擦出怎樣的火花，讓人

十分期待。

《萬萬沒想到：西遊篇》大

電影由叫獸易小星導演，韓寒擔

任首席藝術指導。講述的是屌絲

小妖王大錘在遇到西遊師徒四人

後，命運發生逆轉的故事。而對

於西遊師徒四人組來說，遇見王

大錘，也是讓團隊無比郁悶的第

八十二難，雙方因此上演了壹出

相愛相殺、令人捧腹的奇幻冒

險。本片將於 12 月 18 日在全國

公映，敬請期待。

五寶搞怪萌化觀眾 鄭愷包貝爾變身校園怪咖

陳妍希清純賣萌 領銜放肆青春玩出新花樣

陳柏霖師徒“仗勢欺人”
王大錘獲封“顏藝帝”

王大錘強吻楊子姍被打臉
遇情敵馬天宇“鬼臉泄憤”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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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星期六 2015年10月24日 Saturday, Oct. 2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0月24日 Saturday, Oct. 24, 2015

大 S 的老公汪小菲台北開旅
館資金，獲官方核准匯入。經濟
部投審會昨審查陸資投資案件，
通過俏江南餐飲少東汪小菲申請
匯入等值3.5億元台幣金額，創設
量子酒店公司在台北敦化北路經
營觀光旅館。

投審會執祕張銘斌表示，汪

小 菲 是 以 塞 席 爾 商 ASIA PLUS
LIMITED 名義，匯入 3.5 億元，
作為成立量子酒店股本，未來要
在台北市光復北路開設觀光旅館
， 「我們只是做資金來源審查，
此案很單純，所以順利通過。」

汪小菲先前表示，看好觀光
事業，要把重心放在兩岸旅館經

營，也表示想在敦化北路、過去
「T.G.I. FRIDAYS」餐廳位置上

開設時尚旅館。
張銘斌說明，3.5億元以觀光

旅館業而言並不大，此案並不複
雜。接下來汪小菲如要開設飯店
，還必須向交通部觀光局提出旅
館經營業務供審核才行。

汪小菲來台開旅館汪小菲來台開旅館 33..55億資金過關億資金過關

包偉銘與劉依
純23 日甜蜜完婚，
他昨早先與20 位重
機車友集合，再乘
坐勞斯萊斯加長禮
車到桃園家中接劉
依純。迎娶車隊到
台 北 地 標 「101 大
樓」環繞 2 圈，包
偉銘對老婆發表感
性誓言： 「妳是我
一輩子的唯一。」

包偉銘特別砸
3000 萬，買一台黃
色藍寶堅尼跑車迎
娶劉依純，讓她風
光入嫁。包偉銘說
： 「我小時候最喜
歡的玩具是跑車和
重機，開心能在這重要的日子，擁有夢寐以求的
跑車來迎娶老婆。」

此舉是否 「炫富」？包偉銘說： 「依純是單

親家庭，一定要讓岳母感受到我的誠意，在能力
所及內，辦出風光婚禮。」他原擔心颱風會來攪
局，昨說： 「謝謝老天爺見證，連日下雨竟在今
天放晴。」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包偉銘買3000萬超跑迎娶表誠意

包偉銘與劉依純 9 月 15 日已
在沖繩舉辦婚禮，23日在台北晶
華酒店補辦婚宴。51歲的他小老
婆 3 歲，他把愛妻當成小公主呵
護。婚禮以白色、紫色為基調，
包說： 「白色代表純潔，紫色代
表只愛妳一人。」幸福指數破表
。劉手上閃亮鑽戒受注目，他以
高音符號造型訂做，克拉數不大
但純度好， 「心意最重要」，據
悉要價約150萬。

包昨說曾想過不婚，但因遇
見對的人。他們因公益活動結緣
，交往 6 年，欣賞她的善良。包
感性說： 「以前真的不懂浪漫。
」稱現在很富足，是 6 子登科：
「有妻子、兒子、銀子、房子、

車子，還多了面子。」
包曾是動感歌手、主持人，

婚宴充滿綜藝味，他以〈La La La
〉唱跳入場，一路唱上台，開心
擁吻主桌親友，張菲、白冰冰、
澎恰恰都難逃魔爪。唱完，他單
膝下跪在紅毯盡頭，等著新娘進
場，當兩人相擁時，空中撒下花
瓣，包則落下男兒淚，久久不能
自已。

他也演唱經典曲〈跑跑跑〉
，展現大叔魅力，更和愛妻合唱
〈情人大叔〉。她把捧花交給蔡
秋鳳，兩女感動哽咽，此時，包
特地把蔡的新加坡 「螃蟹大王」
男友請上台，接受大家祝福。
5點起床先做健身

婚宴上綜藝咖齊聚，康康開

玩笑說： 「發帖千萬不要發給曹
西平，要發也不要透過助理發。
」意指包之前和曹西平因喜帖引
發的紛擾，不過，曹 6 點就現身
，是最早到的藝人，曹說： 「這
次就是幸福的終點站，沒有再下
一站了。」

曹、包在台上擁抱，曹一開
口又酸： 「新娘沒哭，新郎哭得
可厲害，你是怕錢賺不回來？」
曹說有人問他有沒有準備祝賀詞
，他笑說： 「太突然了，我下次
再講。」卻被包偉銘用手打槽的
背說： 「沒有下一次婚禮了。」
曹又說： 「我們兩加起來 100 多
歲，不要再挑撥說我們不合。」

包對老婆貼心照顧，更對劉
母孝順，打動了岳母的心。包在
婚前，已把名下價值約6000萬的
兩個房產過戶愛妻名下，她笑說

： 「以後如果他不乖，就會被我
趕出去！」

兩人婚禮前一天都緊張失眠
，包 5 點就起床，還花 40 分鐘健
身， 「婚禮會很累，要補充體力
」，說自己近來勤練健身，她也
力證 「他體力真的很好」，他聽
了大悅。包已有兒子，不想讓愛
妻為了懷孕還要打針等受苦，兩
人能自然有愛的結晶最好，沒有
也沒關係， 「順其自然」。

他的兒子包庭政已24歲，曾
鼓勵父親 「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讓他無後顧之憂邁入婚姻。包
庭政昨說： 「他一路撫養我長大
，我非常尊重他，開心他找到人
生最後的老伴。」也說劉是對他
很好的阿姨， 「現在變成我的媽
咪」。

曹西平喝喜酒！包偉銘堵烏鴉嘴 「沒有下次」
祖雄昨爆出因吵架對

女友安妮動粗，造成女方
手臂紅腫，熱戀5個月就
傳出分手。今午安妮在臉
書報平安，1句 「是人都
會犯錯」似乎在為祖雄的
行為緩頰。而祖雄也在今
天首發文 「當全世界的人
都誤解你時，你還有勇氣
堅持自己想做的事嗎？」
看似自己的心情寫照，沒
想到卻是為戲宣傳。

此次對女友動粗的新
聞爆發，對他的形象也影
響不小。網友也紛紛留言
「會打女人的男人都是垃

圾」，但也有許多粉絲為
他加油，好友林昕陽則安
慰他： 「即使被不諒解，
也要堅持下去，因為成功
的路只有一條。」

安妮先謝謝粉絲對她
的支持與關心，她有感而
發地說： 「每段關係都有
它不為人知也無法被外人
解決的問題，但事情已經
發生了，我們都需要學習
如何原諒跟如何讓它過去
」。女方經紀人 23 日表
示， 「兩人已分手，22
日當晚，祖雄還到經紀人
家住」。

祖雄被爆對女友動粗
女友po分手文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STEMSTEM專業專業OPTOPT可望延期兩年可望延期兩年
2015 年 10 月 19 日，美國

國土安全局正式提議將 STEM
專業留學生的OPT在普通OPT
的一年基礎上再延期兩年。
STEM 專業是指科學（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數學（ math-
ematics）專業。擁有上述四類
專業學位的留學生在用完一年
的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ging
(OPT)實習期後，如符合相關
法律規定，可以再延期兩年，
加上普通OPT規定的一年，總
共將長達三年。如果順利通過
，將極大的緩解工作簽證名額
問題給留學生畢業之後的就業
造成的嚴重困擾。如果規劃合
理，加上美國國務院今年十月
剛剛推出的雙表排期政策，甚
至有可能在OPT期間遞交綠卡
的最後一步I-485.

根據現有的相關法律，
STEM 專業的留學生在畢業後
可以先申請為期一年的OPT時
間，在一年OPT時間結束後還
可以申請17個月的延期。國土
安全部表示，延期兩年的提議

交由公眾討
論的時間從10月19日開始

，為期間一個月，到11月18日
結束。如果一切順利，延期兩
年
的提議將於公眾討論期滿後正
式施行。
最新移民消息
1. EB-5移民投資金額2015年9
月30日後很可能會大幅提高。
參議院於2015年6月4日開始

進行 EB-5 法案的重整工
作。新提案呼籲對 EB-5 投資
移民的核心內容進行改革。改
革措施包括：五十萬投資移民
類別將漲至八十萬，一百萬投
資移民類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
2. 2015年5月27日，眾議院提
出一項法案,將可能禁止外國孕
婦以B-1或B-2身份入境美國
生育孩子。該法案要求憑 B-1
或B-2簽證入境的外國婦女攜
帶能夠證明其1）未懷孕，
或 2）未打算在美期間生育的
醫生證明方可入境。
3.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

役，23.3萬人搶占8.5萬個名額
。美國移民局4月13日宣布，
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收到
約233,000份H-1B申請，並於
13 日進行並完成了 H-1B 名額
電腦抽籤。首先進行抽籤的是
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
人設立的 20,000 個 H-1B 名額
。未抽中名額的美國碩士或以
上學位的受益人再與其他受益
人一同參與 65,000H-1B 名額
的抽籤。對於未抽中的 H-1B
申請，移民局將退回申請材料
及申請費。移民局再次承諾，
將會最晚不遲於5月11號開始
對要求加速處理的 H-1B 申請
進行審理。另外，移民局也會
繼續受理不受 H-1B 名額的申
請，包括 H-1B 延期申請，更
換雇主申請，以及免受 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 H-1B
申請。
4. 3月23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
兩年一度的［選擇美國高峰會
談］（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
美國政府將對L－1B工作簽證

進行改革，以吸引更多海外人
才。
5. 聯邦國土安全局(DHS)、美
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
等執法單位，於3月3日清晨持
搜查令(Search Warrant)，掃蕩
南加州三縣二十處月子中心。
一些孕婦的護照、新生兒的出
生證明被扣留。部分孕婦收到
美 國 移 民 及 海 關 執 法 局
(USICE)的約談通知.月子中心
涉嫌移民詐欺、稅務詐欺、福
利詐欺，洗錢等多項罪名。
6. 美國移民局於2015年2月24
日宣布，已經遞交職業移民申
請的H1B持有人的配偶如果符
合相關條件，將能夠在美國合
法工作，移民局將從 2015 年 5
月26日起開始接受申請。符合
申請條件的H1B身份的配偶必
須符合以下條件：H1B持有人
的 I-140 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
得批准，而該 H4 配偶為主要
受益人或H1B持有人已經處於
H1B6 年以後的延期階段。國
土安全局此次頒布的規定將造
福數十萬計的H4持有人。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
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
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
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
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32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
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
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
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
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
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
可 在 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本報訊)位於休士頓中國城交通
順暢，停車便利的黃金廣場（9750
Bellaire Blvd. #180）內的黃金醫學中
心（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自
去年八月一日正式開業以來,通過栗懷
廣醫師專業的醫療服務,嶄新齊全的設
備,受到社區民眾的廣泛好評.

由二十餘年臨床經驗的栗懷廣醫
師 現 為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ewest 的主治醫師。他具備極強
的專業背景，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

曾擔任北京醫科大學教授,以及 St.
John 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

同時,栗懷廣醫師還積極參加社區
的健康醫療講座,為社區民眾普及醫療
保健知識,提高社區民眾認識疾病,預
防疾病的意識.
黃金醫學中心在治療方面專治:各種
體檢,各種內科疾病，皮膚疾患，，外
傷以及急診，血尿化驗，心電圖，高
血壓，糖尿病，外科小手術，腰腿疼

痛。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栗懷廣醫師具備美中兩國豐富的

醫療經驗，對美國的醫療體系十分了
解，能夠解決許多移民病患者就診時
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礙和語言問題，為
人謙和，耐心為患者服務，中英文雙
語交流則便利與病患者的溝通。

歡 迎 電 話 查 詢 及 預 約 。 (832)
834-4812 傳真 (832) 834-4814

詳細地址：9750 Bellaire Blvd. #
180 (黃金廣場內)Houston,Texas 77036

廣受廣受好評 黃金醫學中心提供專業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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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
師， 這在中,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
經驗，使用中、美兩國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
把孩子送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
是高水準的(GT) 教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
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秋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9/5 Saturday開課

沙 漠 美 術 學 校沙 漠 美 術 學 校沙 漠 美 術 學 校
兒童畫兒童畫 素描素描
水彩水彩 油畫油畫
靜靜物寫生物寫生

美國油畫家協會會員
Oil Painters of America

沙漠，1962年出生於西安，1986年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
師從中國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張榮國先生。沙漠的油畫作品
以人物和風景為主，多年來一直堅持寫實主義風格，其作品具有

強烈的地域色彩。2005年移居美國，2013年加入美國油畫家協會。
其教學風格與繪畫風格一致，潛心創作，耐心育人。

For all ages, allFor all ages, all levelslevels地址：9730 Town Park Dr.,Houston,TX 77036

電話：832-506-9570 郵箱：mosha120162@gmail.com

Sha Mo Art Academy

**招聘有責任心，有經驗的中文，數學，英文及各類才藝老師！

3. 專業特色才藝課程
• 招生對象：K-12年級
• 上課時間：4-7pm星期一到星期五

（不包括學區假期）
• 服務項目：英文閱讀，英文寫作，GT考試輔
導與訓練，專業繪畫，少兒舞蹈，西洋擊劍，少
林功夫，鋼琴吉他打鼓等音樂課。

新世紀學院
聯絡電話：281-947-2410（糖城大華超市旁）

校 址：3410-A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網 址：gtlearningacademy.com
GT Learning Academy

2. 初中，高中小班制課程輔導及個人輔導
• 招生對象：6-12 年級
• 上課時長：一個半小時，星期一到星期六
• 服務項目：校車接送，課後作業輔導。
輔導科目包括：Algebra, Geometry, Pre-Cal-
culus,Statistic,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All
AP classes, SAT/ACT/PSAT, Duke Tip，STA-
AR Prep classes, Chinese class.

1. Afterschool Program
• 招生對象：K-5 年級
• 上課時間：3pm-7pm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不包括學區假期）
• 服務項目：校車接送，家庭作業輔導，GT考
試輔導與訓練，馬立平中文，弟子規國學課,
英文閱讀與寫作，心算速算數學課，手工唱歌
GT學校藝術課。

4. 星期六課程：10am-4pm
• 招生對象：6-12年級
• 上課時間：4-6pm星期一星期五，

10am-4pm星期六
• 服務項目：初中，高中小班制課程輔導及

個人輔導，專業特色才藝課程
（詳情請查閱學校網站）

7天24小時全天候的精彩節目與美南
國際電視55.5 頻道同步播出﹐登陸
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 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有關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無線頻道, 於 2009 年 6 月 15 號正式開

播, 服務德州休士頓與奧斯丁的華人, 提供台灣台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 和大陸央視(CCTV)共四個
電視台衛星直播, 以及中港台三地精選的優質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時新
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
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週末節目採取國際走向, 有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
樣化, 自開播以來,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佳評如潮.
美南國際電視的強大優勢: 無線電視收視戶, 無需任何設
定費或月租費.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的精采優質節目.發
射涵蓋範圍高達兩百英哩, 東至 Chambers County, 西至
Austin County, 北 至 Montgomery County, 南 至 Brazoria
County.

播出訊號範圍涵蓋五百萬人收視人口.節目類型豐富,
收視年齡層廣, 從年輕人最喜愛的韓劇, 到熟齡觀眾最愛
的古裝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旅遊及美食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最能滿足男女老少各種不同的收視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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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Solutions共同準備大學申請
solutions-edu.com

HOUSTON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SUGARLAND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Brandon Song
Boston College

Marketing and Mathmatics
Brooklyn College

M.A. Secondary Education

Yang Gao
Harvard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Rice University

Bioengineering (Ph.D)

John Par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ngineering Physics, Major

Philosophy, Minor

精英老師團隊

★經過Solutions Edu培訓的學生分別被錄取德卅大學奧斯汀分校,

萊斯, 麻省理工學院, 耶魯大學,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紐約大學等名校.

★Solutions Edu 校長Grace Suk, 10年專精於升學規劃教育咨詢

★Solutions的老師可以幫助學生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未來潛力

感恩節假期強化班
11月23日-11月28日

9:00am-6:00pm

寒假強化班
12月19日-1月24日
9:00am-6:00pm

包括三次免費摸擬考試
（1月1日、9日、16日）
12/24、12/25週日沒課程

高中課程
-新舊SAT

-SAT Subject
-ACT

-School Subject
-AP考試

-College Application
（大學申請）

初中課程
-Duke Tip 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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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冠小組賽歐冠小組賽EE組開始第組開始第33輪較量輪較量，，巴塞羅那客場巴塞羅那客場22比比00輕取鮑裏索輕取鮑裏索
夫夫，，積積77分繼續領跑分繼續領跑。。塞爾吉塞爾吉--羅伯托因傷被換下羅伯托因傷被換下。。下半時下半時，，內馬爾助內馬爾助
攻替補拉基蒂奇梅開二度攻替補拉基蒂奇梅開二度。。

墨爾本杯賽馬震撼瞬間墨爾本杯賽馬震撼瞬間

壹年壹度的墨爾本杯賽馬嘉年華即將來襲壹年壹度的墨爾本杯賽馬嘉年華即將來襲，，屆時全世界最頂級的賽屆時全世界最頂級的賽
馬和騎手將匯聚弗萊明賽馬場馬和騎手將匯聚弗萊明賽馬場，，壹起感受往屆賽事的那些震撼瞬間壹起感受往屆賽事的那些震撼瞬間。。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10月24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 浙江衛視節目《十二道
鋒味》24日晚播出第二季的收官之旅。這
次，謝霆鋒帶着“鋒味家族”一行人前往海
南挑戰特色傳奇菜——椰汁東山羊。節目
中，林峯作為“鋒味小夥伴”現身，為“鋒
味家族”助陣，雖然嘴上十分謙虛地說不會
做菜，但在製作美食時林峯卻騷出了令人驚
歎的廚藝。

林峯剛現身就幫陳偉霆做起了早餐，親
手調製的咖啡令“鋒味家族”讚不絕口。而
在美食方面，因為林峯之前曾吃過椰汁東山
羊，因此在挑戰這道新的傳奇菜時，霆鋒也
會不時與他討論，兩人交流起來默契十足如
同美食行家間的對談。在最後的終極挑戰
中，號稱從未做過菜的林峯一手細緻刀工令
人不住疑惑問“你在家真的不做菜嗎？”，
林峯只表示：“只負責切菜和吃，沒有炒
過。”結果輪到他開炒時，他又開始了華麗
地顛勺。

另為了獲取製作“椰汁東山羊”的椰
肉，鋒味家族們必須親自上樹摘取十隻金
椰。然而上樹容易摘椰難，陳羽凡在嘗試過
一次後不禁表示：“確實不好發力，沒有着
力點很容易產生肌肉疲憊感。”好在這次挑
戰中，七位“鋒味家族”的成員全部齊聚，
齊心協力下產生的力量可謂無堅不摧。陳羽
凡才剛從樹上下來，霆鋒就緊接着爬了上
去，令一旁的林峯也忍不住一度躍躍欲試，

不過其後他坦
言：“其實蠻
想試一試，不
過我本身有些
恐高，雖然覺
得或許可以克
服，但是已經
有兩位高手在
了，感覺已經
不需要我出手
了。”

香港文匯報訊已經連續10年為
“敬老護老愛心券”慈善籌款運動
擔任愛心大使的譚詠麟（校長），
為了做善事，日前抽空拍攝新一輯
宣傳相片，校長更帶備多套私伙服
飾拍攝造型。

為感謝校長多年來對“愛心
券”的鼎力支持，愛心會代表向校
長送贈紀念水晶，以表謝意。校長
更笑稱：“人人齊買愛心券，助人
助己好溫暖”的主題曲不知不覺已
經唱了十年，唱到街知巷聞，三歲
小孩至八十歲公公婆婆也懂得唱，
化妝時，校長反覆練唱，務求聲線

達致最佳狀態。拍攝期間，由於需要拍攝將一張十蚊紙幣放
入捐款箱，校長即時拿起捐款箱向攝影棚內的工作人員募
捐。他更呼籲他的粉絲支持“愛心券”，若在街上見到義工
義賣時，要即時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
奕霞山東報道）大型紀錄片
《中醫》23日在濟南舉行開
機發佈會。該片旨在解讀中
醫這一中華文明的智慧密
碼，講述中醫故事，展現中
國文化。

《中醫》導演兼製片柴
洪波表示，中醫作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載體，凝聚着中華
民族亙古千秋的
智慧。中醫所倡
導的天人合一的
“整體觀”、燮
理調平的“中和
觀”、養生防病
的“未病觀”、
因人因時因地
處置的“制宜

觀”等，既能防病治病，亦
可管理施政。

他希望通過此片對中醫
進行深入解讀，不斷詮釋中
國傳統文化對健康、生活、
自然、生命的認知，進一步
啟發現代人重新認識中醫在
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從
而讓更多人感悟中國傳統文
化的精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吳文釗）甚少出

席時裝店活動的劉德華，

23日晚出席D-Mop旗艦

店開幕派對。坦言不懂設

計的華仔認為，一件成功

的服裝也會被人批評，既

然別人已有經驗去做，他

也不想做到“不撞南牆不

心息”，因此他自覺還是

拍戲較穩陣。

《十二道鋒味2》收官

林峯助陣晒出色廚藝

大型紀錄片《中醫》濟南開機

譚詠麟攝影棚內即場募捐
香港文匯報

訊 林超賢導演近
日獲邀出席日本
第28屆東京電影
節 ， 並 為 《 破
風》出席電影放
映 會 後 問 答 環
節。

這次東京電
影節會舉行兩場
公開放映場，每
場的放映場地均有接近六百個座位，是可觀性甚高的放映場地，而且場內氣
氛熱鬧，林超賢亦難掩喜悅神色。可惜林超賢只能出席23日的放映會與觀
眾對談，另一場則因為時間問題，他已經要返回馬來西亞繼續拍攝新片。

林超賢在日本的魅力果然不能小看，場內座無虛席，粉絲們全都表現
熱情，怪不得導演千里迢迢也要來日本與觀眾會面。這是林超賢第二次到東
京電影節為自己的電影出席映後座談會，他對於東京的印象非常好，表示所
有日本的觀眾均非常有禮貌，而且對他也非常熱情，更笑說電影主角彭于
晏、崔始源、竇驍這次沒有來，似乎都是想將粉絲都讓給他了吧。

在看過《破風》後，日本觀眾均報以熱烈掌聲歡迎導演，而且認為這
部電影絕對能夠代表亞洲單車電影之中拍得最棒的一部。日本人一向喜愛看
運動電影，但觀眾完場後亦表示從來沒想過單車電影能夠拍成這個樣子，當
中的緊張程度能夠媲美賽車電影般的速度感，是超越了他們所期待的，有粉
絲更問林導會否考慮在日本拍攝電影？林超賢笑說他會考慮的，但目前先要
完成手頭上的項目，才能計劃下一步。

維園化身戶外影院播《破風》
此外，《破風》24日晚破天荒在維園播放，目的為支持“復康力量傷

健共融日2015”活動。當晚電影每張戲票收取100港幣，全數捐出。大會原
定招待500位觀眾，因反應熱烈已超額賣出6百多張門票，故已安排加添座
位，如現場仍有觀眾即場購票，亦有少量位置準備隨時加位。

今次維園戶外播放電影實屬創舉，由於考慮噪音，光害等問題，大會
花了很多時間解決，最初導演林超賢都擔心到現場的音效，幸得
通訊局的審批，開放了一條
106的頻譜給電影播放，所
以現場觀眾可以利用收音
機，配備耳筒接收電影的聲
效。而因為《破風》是2A
電影，大會亦安排現場圍上
布簾作為小型影院，現場正
中間設有LED熒幕，兩則
亦有投影照顧觀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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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詠麟帶備多套私伙
服拍攝。

■《破風》今晚會破天荒
在維園播放。

■《中醫》開機儀式現場。 楊奕霞攝
■林峯(左)與霆鋒的交流如
同美食行家間的對談。

■林超賢為《破風》出席東京電影節放映場。

■有日本粉絲上前向林超賢攞簽名。

華仔表示，當晚是不收酬勞出席活動，因
他與老闆識於微時，在品牌成立之初也

曾有份投資，但現在已沒份經營，並替品牌
已成為上市公司感高興。

華仔笑言自己是品牌的一世VIP，每逢他
開演唱會時，品牌都會贊助不少服裝給他和
舞蹈員。問到華仔有否想過設計自己品牌，
他坦言不懂設計，提議他只要印上自己樣子
就能大賣，華仔笑道：“不行，有沒有人買
的？”之後更搞笑地用手拍自己屁股，暗示
將樣子印在屁股上。華仔稱年前為公仔An-
dox和黑仔與牛仔褲做過crossover，發現每一
個鈕扣、每一條線都要跟足，覺得還是拍戲
比較穩陣。至於會否設計童裝，他說：“我
不識，一件成功的服裝也會被人批評，既然

別人已有經驗去做，我也不想做到‘不撞南
牆不心息’。”

放大假不出埠旅行
另外，對於頭號圈中粉絲歐陽妙芝早前

唱新歌《愛一世》送給自己，華仔大讚對方
唱得不錯，但未有打算二人合唱一曲。問他
是否也愛粉絲一世時，華仔說：“我有首歌
《真心話》，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近期為電影《賭城風雲3》配音的華仔表
示，自己要到12月才再開工，由於女兒要返
學，他們一家都沒出埠旅行。問到女兒返學
是否習慣，有沒有與女兒一起做功課時，華
仔一貫謹慎地說：“OK啦，都是正常的家人
相處。”

無 意 設 計 自 家 品 牌無 意 設 計 自 家 品 牌

華華仔仔：：還是還是

拍戲穩陣拍戲穩陣
無 意 設 計 自 家 品 牌

華仔：還是

拍戲穩陣

■■劉德華指因他與品牌老闆識於微時劉德華指因他與品牌老闆識於微時，，故前來撐場故前來撐場。。

■歐陽妙芝是華仔頭號圈
中粉絲。 網上圖片

■劉德華坦言不
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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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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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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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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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全方位循環進風系統

˙4層高精度過濾系統

˙全鋼機身 軍工品質

˙5年超長保修

Austin Air/奧斯丁空氣凈化器

歡迎致電: 832-620-0006 電子郵箱: pacacollection@gmail.com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地址：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77063

霧霾殺手

HM405
過敏哮喘專用型

HM450
甲醛專用增強型

HM402
臥室專用型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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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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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2015 最新見證】李先生在成都中石油工作，自己與太太都吃心血通、骨精華，太
太心臟與關節不適，懷孕前吃了半年心血通和骨精華，順利產子！ ●上海韓建煌被醫
院診斷為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級極高危組），出院後服用心血通，胸悶胸痛
大大改善，飛到紐約看兒子！【最新見證】王小姐 (780-966-61XX) 內蒙古老爸
腦血管鈣化，左手麻得厲害，早上服用兩粒心血通，晚上兩粒益腦靈，頭痛、
手麻明顯減輕，現在像變了個人，還能去放羊。 

【2015 最新見證】●洛杉磯羅蘭崗周女士（626-318-xxxx）說她二姐是做醫生的，
本來膝關節痛，上樓梯嘎嘎響，還打顫，吃了骨精華就好了，後推薦給親朋好友，大
家都反應效果好！●天津外國語學校創校校長范桐行，因骨質疏鬆幾次骨折，她在美
國的學生陳先生購骨精華給她服用，骨折關節癒合，願意實名見證骨精華的卓著功效。

消除胸悶、心悸、心慌、心絞痛，預防心
肌梗塞    
降血壓 / 甘油三酯 / 壞膽固醇，升好膽固醇
起效快，作用持久，安全無副作用，讓你
精力充沛，大量實名見證

◆打通血管

◆三降一升
◆強健心肌

修復軟骨，消除關節疼痛、僵化、響聲、骨刺、五十肩、
網球肘
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又補鈣，全面防止骨質疏
鬆、腿腳抽筋、骨折
珍貴小雞胸軟骨提取，保證 6 周見效，兩療程鞏固療效，
無數成功案例

◆快速修復

◆雙效合一

◆配方科學

增強腦供血供氧，克服銀髮族、電腦族丟
三落四
改善手腳麻木、頭暈、目眩、耳鳴、突然間
口角歪斜
增加認知能力，抗中老年癡呆階段性惡化

◆提高記憶力

◆預防腦中風

◆抗老年癡呆

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美國專利 US Patent# 7030102  美國專利 US Patent# 6524616

骨精華
美國專利
US Patent 
# 6838440

買 6 送 1〔一療程〕●買 12 送 3〔兩療程〕

大力消除關節疼痛
全面防止骨質疏鬆

保證六周見效 *10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骨精華】【心血通】【益腦靈】
每個療程加送葡萄籽精    瓶

從 業 21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新產品 繽紛上市

好產品 效果卓著

蝦 青 素
納 豆 溶 栓
白 藜 蘆 醇

伊 美 寶
糖 尿 淨
明 眼 素 休 士 頓 燕 窩 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福出
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
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
窩 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
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有效改善頭暈耳鳴
預防腦中風/老年癡呆

心腦健康得安寧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益 腦 靈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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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少女的面頰部、鼻樑、口唇週圍會出現褐色或淡黑色的斑塊，形狀、大小
不等，表現光滑，不痛不癢，無自覺症狀，呈對稱性分佈，狀如蝴蝶，故名蝴蝶
斑，醫學上叫黃褐斑。這是一種比較常見的色素性皮膚病，是由皮膚黑色素細胞
裡的黑色素增加引起。

黃褐斑形成的原因 黃褐斑的發生與許多因素有關。有的是內分泌功能失
調引起的，如月經不調、痛經、閉經、卵巢功能失調，口服避孕藥和妊娠期的婦
女，都很容易出現蝴蝶斑。這是因為上述各種情況都可能使體內雌激素增加，刺
激皮膚的黑色素細胞產生黑色素，而導致黑色素的增加。

此外，有些慢性病如肝炎、繩索核病、內臟腫溜及營養不良，也會使體
內代謝平衡失調，黑色素增多。如表皮內硫氫減少也可導致黑色素增多。

另外當機體攝入蛋白質和銅離子減少時，或缺乏維生素 A、C 和煙酸
等，也會導致蝴蝶斑。還有日光曝曬等也可導致。 患有蝴蝶斑的少女，不要憂
慮，應當及時到醫院檢查，針對原發疾病進行治療。

日常生活中如何防治蝴蝶斑呢? 1、防止毛孔阻塞，隨時保持毛孔暢通，徹底
實施按摩、敷面、吸除沉澱色素之護理工作。 2、多攝取Vit C含量高之美白食
物及水果。 3、營養補充，並健全肝臟功能。 4、多食用含鈣較高之食物。 5、
保持愉快之心情，解除疲勞。充足的睡眠。

在這個以瘦為美的年代裡，漂亮的姑娘們都希望能有辦法
保持自己完美的體形。但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完美身形？我們需要一
些另類的減肥方法！下面我就來向大家介紹5大減肥絕招。

慢慢吃 一年可以瘦5-10公斤
想著自己的儀態，吃得慢一點，優雅一點。 我們的胃部需

要花上20分鐘的時間消化食物，然後才會將滿足感傳達到大腦。
如果我們吃得太快，熱量就會在 「飽了」的信息未傳達到大腦之前
已經超標了。在感到 「飽了」以前吃慢一點兒，在每一道菜之間停
一下，在七分飽的時候停止，每次可以少攝取100卡，一天兩次正
餐約200卡，一年可以瘦10公斤。和大家一起用餐，可以避免一個
人躲起來狼吞虎嚥，是吃慢一點的好辦法。

吃魚 一年瘦4-9公斤
每100克白色肉質的魚肉祇含有1克的脂肪。一星期4次以

魚類取代紅肉類，每一次就可以減少熱量攝入200-300卡，一星期
就能減少攝入1200卡。 魚類除了較少的脂肪外，還含有豐富的多
元不飽和脂肪酸，能降低膽固醇及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即使是深色
肉魚類，脂肪含量亦很低，比如同樣重量的金槍魚、紅鮭魚或鯖魚
含脂肪16克;淡色肉魚類，像鯰魚、大馬哈魚則祇含5克脂肪。

用冰箱 一年可以瘦4-13公斤
定期清理你的冰箱。每個冰箱都有它應該清理的東西。查

一下自己的冰箱，認真清理，把吃不了的餡餅給貓吃。然後重新安
排冰箱的 「佈局」--把冰激凌放在冰塊後面。*把礦泉水放在可樂
前面。將少量的奶酪、巧克力、香腸……放在最低一層架子上。如
果還有多餘的同類食物統統放進你總是懶得打開的密閉容器裡。將
水果放在最搶眼、最容易拿到的地方。

去冰箱取食物的時候進行下面四步
第一步：打開冰箱。
第二步：取出 1 份食品，比如 200 克酸奶或是 60 克冰激

凌，而不是全部的一盒。那種把整盒都端出來，吃剩下後再放回去
的想法，往往造成全部吃掉，什麼也剩不下的後果。

第三步：關上冰箱門。
第四步：走到另一個房間，坐下來慢慢享用你拿到的這份

美味。如果有必要，你可以一個月清理一次冰箱。
不沾鍋燒菜 一年可以瘦4-14公斤
你用什麼樣的鍋子燒菜?換成平底不沾鍋吧!因為平底

不沾鍋可以使食物不粘上鍋底表面上的油，每餐至少減少了
100卡熱量。如果將油瓶改成噴嘴的，每次烹調時祇是在食物
表面稍稍噴上一點兒油，還可以減少更多的熱量。如果
不用油炸、紅燒的烹調方式，選擇烤、水煮或是清蒸的
方式，又能減少一部分的脂肪攝入。

換小袋 一年瘦5-10公斤
大食袋的土豆片比小食袋土豆片在價錢上當然

更划算。所以你常常會選擇大食袋丟進購物籃。可是如
果你看一看包裝上的熱量表，就會發現這並不是聰明的法
子--通常大食袋比小食袋在熱量上要多240卡。大多數情
況下你需要它並不是要填飽肚子，而是滿足一下吃的慾望，
而且你很難控制自己一次祇吃幾片或是半袋，所以更划算的
做法是祇買小食袋。一年可以瘦5-10 公斤。盡量不要空著
肚子去超市。令人尷尬又催動食慾的腸鳴音，會讓我們不假思索地
不斷從貨架上取大食袋的食品。

許多秀髮問題時常會困擾我們，如分
叉、出油等等。頭髮分叉主要是頭髮缺
油脂及護理調養不當所致。因此，要預
防頭髮分叉，應注意如下幾點。

(1)不要過多地對頭髮進行化學處理，
如燙髮、漂發、染發及過量使用吹風機
等。

(2)避免受夏季太陽的強烈曝曬。
(3)避免使用不當的洗髮水。
(4)要保證足夠的睡眠時間，防止疲勞

過度。
(5)避免受海水侵

蝕。
(6)留長髮者，為避免頭髮分叉，最好

40天左右剪一次髮梢，並改用含油類洗
髮水，適當定期焗油。

(7)經常用鬢毛刷按摩頭皮，增進血
液循環，刺激油脂分泌。

(8)每次吹風時，必須先把頭髮潤濕，
切忌在頭髮乾燥時吹風。

五個小絕招塑造噴血三圍

少女少女也要防止長黃褐斑

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讓你遠離頭髮
分叉的招數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10月24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傅龍金 福
州報道）“對自己的表現總體還算滿意，但是
還沒有達到自己既定的目標。”跟隊員默契配
合，以3：0擊敗對手成都隊、奪得22日舉行
的青運會羽毛球男子團體決賽第7名的成績
後，香港選手李卓耀2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如是表示。
“因為壓力比較大，青運會羽毛球男子單

打預賽階段沒打好，輸球了。”李卓耀至今仍
在懊惱， 曾經參加過2013年南京亞洲青少年
運動會和2014年南京青年奧運會的他，曾獲得
男子單打前八的好成績，談及對未來的期望，
李卓耀笑稱，“目標肯定是2020年的東京奧運

會，現在還有5年的時間，一定要很努力爭
取，自己太瘦了，以後會加強體能訓練。”

此外，青運會游泳比賽第5日，香港選手
張祐銘以2分7秒50的成績晉級男子200米背
泳複賽。香港游泳隊領隊袁偉培說，這次帶來
的20名年輕隊員，很多選手都是首次來參賽，
面對實力強大的內地選手，他們都表現出最好
的水平，比如吳欣鍵、張祐銘等表現都很不
錯。他坦言，這次香港游泳代表隊是帶着學習
的心態來參加此次比賽，希望參加過這次比賽
後，選手們能更上一層樓。

另外，在23日舉行的青運會女子佩劍團體
16強賽中，香港隊以38：45負於上海靜安；而

男子花劍團體16強賽中，香港隊以45：34戰
勝烏魯木齊。在水上項目男子輕量級雙人雙槳
決賽中，香港選手陳迪鱗、周義評排名第二。

港羽男團第7 張祐銘晉背泳複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傅龍金 福州報道）
23日，首屆青運會組委會文化教育部組織青運會香港羽
毛球代表隊赴福州三中金山校區開展“我的夢”——青
運會運動員進校園活動，增進香港青少年運動員與當地
青少年學生的交流。
在香港羽毛球代表隊成員參觀完福州三中金山校區

校園後，港隊代表陳延澤、李澤環、李卓耀與福州格致
中學羽毛球隊學生各打一局友誼賽，陳延澤、李澤環、
李卓耀分別以21：17、21：7、21：14的比分，戰勝福州
格致中學九年級學子丁宇昂、鄭銘揚、陳俊隆。
賽後，港將李卓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稱他

把是次友誼賽當成平時訓練來打，大讚對手的表現。他
說：“這也是我第一次到福州參賽，對福州的印象非常
之好。”港羽隊教練鍾海玉亦肯定福州格致中學羽毛球
隊隊員們精彩的表現，“學生們的總體表現很好，速度
進攻力量都很不錯，缺陷之一是穩定性還不夠，以後可
以加強練習。”
福州三中金山校區校長陳禮明稱：“‘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讓香港運動員們與內地青少年學生切
磋球技，交流互動，探討與分享體育運動所帶來的成長
經歷與快樂，同時亦可以增進榕港青年的友誼。”

港羽獻技福州校園

在福建三明舉行的青運會乒乓球比賽間隙，劉
曉農接受記者採訪時多次提及青少年群體對

乒乓球運動關注和參與程度的下降，以及他對推
動“國球”進校園的思路與計劃。

“乒乓球作為國球，在競技體育領域為我國

作出了突出貢獻。”劉曉農說，以往學校有個水
泥枱，課間10多分鐘，學生都愛打乒乓球。現在
各種球類項目和全民健身項目開展普及，孩子們
可以選擇的運動項目多了。相較而言，乒乓球運
動開展情況就不太理想了。
“現在學校裡乒乓球館、球枱都有了，但打

的人卻少了。”劉曉農說，加上乒乓球缺少對抗
等自身因素限制，關注和喜歡這項運動的青少年
在減少，球迷都集中在中老年群體，“這個問題
不能迴避”。

三方面舉措推動乒運
重新培養孩子們對乒乓球運動的喜愛與關

注，關鍵還在於校園推廣。劉曉農表示，下一步
將從三個方面推動乒乓球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其
中首要是舉辦乒乓球傳統學校校際比賽。
“目前中國國內有數十所乒乓球傳統學校，

項目基礎不錯。我們希望利用寒暑假期，組織各

個學校之間相互打比賽，打造一個校際之間相互
交流的平台。”劉曉農說，計劃在明年開展的這
項校園比賽，目的並非培養世界冠軍，而是培養
更多的青少年對乒乓球的興趣愛好，帶動更多孩
子參與其中。
其次，是借鑒籃球等項目的經驗，開展“乒

乓球大篷車進校園”等活動。劉曉農說，國際乒
聯乒乓球博物館已落戶上海，乒乓球文化普及就
得用好這些資源。比如將乒乓球博物館中的一些
藏品、故事等，通過大篷車等方式送進校園，大
力普及乒乓球文化。
最後，還要多渠道探索乒乓球“造星”。劉

曉農說，明星運動員對於青少年的影響非常大。
近年來國家乒乓球隊也開展了世界冠軍進高校、
進軍營等互動活動，但整體社會影響力還不夠。
“今後除結合重大比賽和全民互動之外，可能探
索跨界等方式，打造更多、更有影響力的乒乓球
星”。 ■新華社

““現在中國現在中國（（對對））乒乒

乓球運動乓球運動（（的的））關注度在關注度在

下降下降，，特別是在青少年群特別是在青少年群

體中體中。。很多乒乓球比賽很多乒乓球比賽，，觀眾都是中年觀眾都是中年

以上群體以上群體，‘，‘國球國球’’還得走進校園還得走進校園。”。”

中國乒協副主席中國乒協副主席、、國家體育總局乒羽中國家體育總局乒羽中

心主任劉曉農談及當前國內乒乓球運動心主任劉曉農談及當前國內乒乓球運動

現狀現狀，，言語之中透露出危機感言語之中透露出危機感。。

青少年喜愛與關注漸減青少年喜愛與關注漸減

“““國球國球國球”””現危機現危機現危機

■中國國乒總教練
劉國梁（左）於
2013 年在常州指
導小學生打球。

資料圖片

■“乒乓女王”鄧亞萍（左）去年與北京學生交
流。 資料圖片

■■中國國乒於中國國乒於20132013年走年走
入北京大學入北京大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隊與福州格致中學學子友賽互港隊與福州格致中學學子友賽互
動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傅龍金香港文匯報記者傅龍金 攝攝

■吳欣鍵無緣男子200米混合泳決賽。
特約通訊員林輝攝

恢復單身後的劉翔如今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
次數屈指可數，但每一次都與體育有關。23日，
一身網格潮服、藍色運動鞋的劉翔出現在上海科
技館的下沉式廣場，帶領現場市民啟動“千人快

樂公益徒步行”活動，同時
為第五屆“上海公益夥伴
日”拉開序幕。

23日，上海天氣晴間多
雲。劉翔儘管神情略顯疲憊，
但仍對工作人員及市民們的拍
照請求相當配合，並一再提醒
大家注意安全，但當在場媒體
提出想要簡單採訪一下他時，
劉翔還是堅決地拒絕了。
自今年4月微博宣佈退役

以來，劉翔未來的職業規劃
究竟如何，一直是大家關心

的問題。“以後不想當教練員也不想去當官，而
是會做力所能及的公益事業。”退役後的劉翔曾
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要做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
情，希望能夠做一些對青少年體育發展有利的事

情。
23日天上海“公益夥伴基金”正式成立，每

位市民都可通過手機支付寶愛心捐贈平台，記錄
自己每天的行走步數，每5000步便可兌換來自愛
心機構的1元人民幣捐款，注入上海“公益夥伴
基金”。對此，劉翔表示，為了公益“天天走
5000步都可以”。
在經歷了退役和“離婚風波”後，曾在職業

生涯實現了集奧運會冠軍、世錦賽冠軍、世界紀錄
保持者於一身的“大滿貫”偉業的劉翔如今似乎愈
發低調。然而不管是今年7月擔任北京田徑世錦賽
解說、助陣全國青少年“未來之星”陽光體育大
會，還是現身NBA中國賽上海站活動，以及這一
次的“公益徒步行”，劉翔的每一次出現都離不開
體育，而此番的公益活動，不知可否視為其未來將
投身公益事業的一次“試水”。

■中新社

劉翔劉翔““公益徒步行公益徒步行””低調拒採訪低調拒採訪

■■劉翔劉翔（（中中））亮相亮相““千人快樂公千人快樂公
益徒步行益徒步行””活動活動。。 中新社中新社 第十屆“環海南島國際公路自行車賽”（“環

島賽”）開幕，來自世界各地的20支車隊140名運
動員將在9天賽程、1487.6公里賽道上展開角逐，
爭奪35萬美元的總獎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安莉 攝

環島賽揭幕環島賽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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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紅博士:要先解決資訊缺失問題才可獲新補貼
美亞健康協會接受歐記健保申請預約

（（本報訊本報訊））ObamaCareObamaCare歐記健保歐記健保 20162016
年度的申請即將在年度的申請即將在1111月月11日正式開放日正式開放
。。20162016年的歐記健保申請只有三個月年的歐記健保申請只有三個月，，
1111月月11日開始到日開始到20162016年年11月月3131日結束日結束
。。美亞健康協會將繼續為亞裔社區提美亞健康協會將繼續為亞裔社區提
供雙語服務供雙語服務，，協助居民申請和更新健協助居民申請和更新健
保保。。

今年是歐記健保開放的第三年今年是歐記健保開放的第三年。。美美
亞在過去的兩年中成功地協助近亞在過去的兩年中成功地協助近30003000
戶家庭獲得健康保險戶家庭獲得健康保險。。由於美亞健康由於美亞健康
協會在協會在 20142014 年和年和 20152015 年的健保申請年的健保申請
工作中表現優異工作中表現優異，，今年再次獲得聯邦今年再次獲得聯邦

和伊州政府授予的專案和伊州政府授予的專案，，繼續為華人繼續為華人
社區居民提供免費的健保諮詢和申請社區居民提供免費的健保諮詢和申請
服務服務。。

新 全 民 醫 保 法 案 全 稱 為新 全 民 醫 保 法 案 全 稱 為 Patient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簡稱簡稱
ACAACA，，在華語社區俗稱歐記健保在華語社區俗稱歐記健保。。根據根據
這一法案這一法案，，符合條件的低收入人群可符合條件的低收入人群可
以申請以申請Medicaid(Medicaid(白卡白卡))，，不符合白卡條不符合白卡條
件的人可以在商業健保平臺購買歐記件的人可以在商業健保平臺購買歐記
商業健保商業健保。。健康保險需要每年申請健康保險需要每年申請（（或或
更新更新））一次一次，，因此去年已經通過健康保因此去年已經通過健康保
險交易平臺險交易平臺（（Health Insurance MarketHealth Insurance Market--

placeplace））申請到健保的民眾也需要重新申請到健保的民眾也需要重新
登記登記20162016年度的保險年度的保險。。重新登記的時重新登記的時
候可以更換保險公司和保險計畫候可以更換保險公司和保險計畫，，增增
加或取消牙科保險加或取消牙科保險。。而而MedicaidMedicaid（（白卡白卡））
持有者則無需再次申請持有者則無需再次申請。。

美亞健康協會執行董事劉紅博士在美亞健康協會執行董事劉紅博士在
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沒有健保而產沒有健保而產
生的罰款會逐年增加生的罰款會逐年增加。。20162016 年沒有保年沒有保
險的個人可能被罰款險的個人可能被罰款$$695695或者或者22..55%%的的
家庭收入家庭收入。。另一個新的變化需要引起另一個新的變化需要引起
大家的重視大家的重視，，有些歐記健保用戶在此有些歐記健保用戶在此
前兩年獲得政府補貼但沒有提供充分前兩年獲得政府補貼但沒有提供充分

的收入證明的收入證明，，導致政府的記錄中存在導致政府的記錄中存在
資訊缺失問題資訊缺失問題，，此類用戶在申請此類用戶在申請 20162016
年健保時無法獲得退稅補貼年健保時無法獲得退稅補貼。。一定要一定要
先解決資訊缺失問題才可以獲得政府先解決資訊缺失問題才可以獲得政府
新的補貼新的補貼。。

劉博士同時提醒急於申請購買健康劉博士同時提醒急於申請購買健康
保險的民眾保險的民眾，，謹防變向推銷保險或者謹防變向推銷保險或者
欺詐行為欺詐行為，，申請健保一定要找有聯邦申請健保一定要找有聯邦
和伊州政府認證的有執照的單位和健和伊州政府認證的有執照的單位和健
康保險顧問康保險顧問（（NavigatorNavigator）。）。根據聯邦的根據聯邦的
規定規定，，健康保險顧問健康保險顧問（（NavigatorNavigator））的服的服
務應為免費的務應為免費的。。

新全民醫保法案雖然已經實施已經兩新全民醫保法案雖然已經實施已經兩
年年，，但其內容龐大而複雜但其內容龐大而複雜，，很多民眾仍很多民眾仍
然有很多疑慮和困惑然有很多疑慮和困惑。。美亞健康協會美亞健康協會
的健保顧問可以根據家庭人口數量的健保顧問可以根據家庭人口數量、、
收入情況來判斷何種健康保險適合您收入情況來判斷何種健康保險適合您
，，更可以協助有英文障礙的家庭完成更可以協助有英文障礙的家庭完成
網上申請的各個步驟網上申請的各個步驟。。申請預約在申請預約在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1515日正式開始日正式開始。。諮詢預約諮詢預約
電話電話312312--225225--68066806或或312312--225225--86598659，，
辦公地點辦公地點 230230 W.Cermak Rd.,W.Cermak Rd.,22/F (/F (唐唐
人街捨麥路人街捨麥路 230230 號二樓號二樓，，鹽幫川菜樓鹽幫川菜樓
上上))。。

（（本報訊本報訊））華諮處將於十二月四日星期五華諮處將於十二月四日星期五
晚在芝加哥橋港區藝術中心的晚在芝加哥橋港區藝術中心的skyline Loftskyline Loft
隆重舉行第三十三屆周年社區慈善籌款晚隆重舉行第三十三屆周年社區慈善籌款晚
會會。。

本次籌款晚會可謂是華人諮詢服務處本次籌款晚會可謂是華人諮詢服務處
精心設置的精心設置的20152015大派對大派對。。賓客們可一同置賓客們可一同置
身於帶著鄉土氣息的華麗氛圍當中身於帶著鄉土氣息的華麗氛圍當中，，眺望眺望
美麗的密歇根湖及夜空景色美麗的密歇根湖及夜空景色，，參與名人的參與名人的
微博與別致的微博與別致的 VIPVIP 休息室休息室------當晚的當晚的 DJDJ
Aileen TieAileen Tie 為每一位客人營造一個良好氛為每一位客人營造一個良好氛
圍圍，，隨心交際於賓客隨心交際於賓客，，集團領袖及名流當中集團領袖及名流當中
，，一起品嘗各款亞洲美食甜品一起品嘗各款亞洲美食甜品，，舒適體驗開舒適體驗開
放式酒吧放式酒吧。。賓客們還可以借助手機按鍵賓客們還可以借助手機按鍵
#CASLchi#CASLchi 在大螢幕讓大家分享你的自拍在大螢幕讓大家分享你的自拍
像像。。本次籌款晚會將以跟往年不同的清新本次籌款晚會將以跟往年不同的清新
風格拉開序幕風格拉開序幕。。

本次籌款晚宴首席贊助商是華埠停車場本次籌款晚宴首席贊助商是華埠停車場
（（Chinatown Parking CorporationChinatown Parking Corporation）。）。
主辦委員會由主辦委員會由：：芝加哥第七台電視主播芝加哥第七台電視主播
Ravi BaichwalRavi Baichwal，，Ji Suk YiJi Suk Yi，，於小玲於小玲，，徐平徐平，，第第
九台電視主播羅美玲九台電視主播羅美玲，，汪敦美汪敦美，，第三十二台第三十二台
電視主播林珍重及第二台電視主播電視主播林珍重及第二台電視主播SusanSusan--
na Songna Song 組成組成。。徐平徐平，，林珍重將聯袂主持本林珍重將聯袂主持本
晚會晚會。。

本次晚會特別得到下列慈善家的鼎力本次晚會特別得到下列慈善家的鼎力
贊助及支持贊助及支持：：
金鳳凰贊助金鳳凰贊助：：Mercy Hospital and MedicalMercy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Center；；Bruce & Beth WhiteBruce & Beth White
銀虎贊助銀虎贊助：：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Illinois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Illinois；；
Northern TrustNorthern Trust；；Site Design Group Ltd.Site Design Group Ltd.；；U.U.
S.BankS.Bank；；David & Marilyn Fatt VitaleDavid & Marilyn Fatt Vitale；；Art &Art &
Elaine WongElaine Wong；；Cary Wong & Judith TanakaCary Wong & Judith Tanaka
青銅馬贊助青銅馬贊助：：ABC-ABC-77 ChicagoChicago；；BMO HarrisBMO Harris
BankBank；；Cigna-Health SpringCigna-Health Spring；； NorthwesternNorthwestern
MedicineMedicine；；Dr.Xinqi DongDr.Xinqi Dong；；Wight & ComWight & Com--
panypany；； Wong & KnowlesWong & Knowles；； Pacific GlobalPacific Global
BankBank；；Consecra Housing NetworkConsecra Housing Network

晚宴特別得到以下餐館提供並贊助極具亞晚宴特別得到以下餐館提供並贊助極具亞
洲各國的精美及不同風味的食物洲各國的精美及不同風味的食物：：
Isla PilipinaIsla Pilipina，，Joy Yee NoodlesJoy Yee Noodles，，Lao Sze ChLao Sze Ch--
uanuan，，Lure lzakaya PubLure lzakaya Pub，，MillerCoorsMillerCoors，，MingMing--
Hin CuisineHin Cuisine，， Royal Indian GrillRoyal Indian Grill，， StringsStrings
RamenRamen
彩蝶軒彩蝶軒，，皇上皇皇上皇，，大可以大可以，，長城長城，，富麗華富麗華，，利利
榮華榮華，，超群及聖安娜餅店等贊助了晚宴抽超群及聖安娜餅店等贊助了晚宴抽
獎的餐券獎的餐券，，芳華芳華，，心意街心意街,, 太平洋家私等禮太平洋家私等禮
品店捐助了各式精美的禮品作為幸運抽品店捐助了各式精美的禮品作為幸運抽
獎禮品獎禮品。。

晚會其中一項節目為幸運抽獎晚會其中一項節目為幸運抽獎。。現已開現已開
始售賣始售賣，，獎券每張五美元獎券每張五美元。。一獎由西南航一獎由西南航
空公司提供往返西南航空公司系統中任空公司提供往返西南航空公司系統中任
何城市的普通客位機票兩張何城市的普通客位機票兩張，，二獎為珍味二獎為珍味
佳餐館價值佳餐館價值888888美元餐券美元餐券，，三獎為老四川三獎為老四川
餐館精選北京鴨十人套餐餐館精選北京鴨十人套餐，，其餘獎品豐富其餘獎品豐富
，，未能盡未能盡。。華諮處希望各界善心人士大力華諮處希望各界善心人士大力
支持支持，，踴躍購買踴躍購買。。
售余獎券售余獎券，，請連同票款請連同票款（（現金或支票現金或支票））及聯及聯
根一於十一月三十號根一於十一月三十號（（星期一星期一））前送回本前送回本
處處（（陳閣南端陳閣南端21412141三樓三樓））徐甯小姐徐甯小姐，，聯絡電聯絡電
話話 312312--791791--04180418 或 致 電 郵或 致 電 郵
ada-chui@caslservie.orgada-chui@caslservie.org。。以免延誤以免延誤。。中獎中獎
者毋需出席領獎者毋需出席領獎。。售出獎券款項售出獎券款項，，支票抬支票抬
頭請寫上頭請寫上CASLCASL字樣字樣。。

幸運號碼將於晚會當眾公開抽出幸運號碼將於晚會當眾公開抽出，，以以
示大眾示大眾。。並於稍後將會在華諮處的網頁刊並於稍後將會在華諮處的網頁刊
登登，，以及張貼於本處的大堂以及張貼於本處的大堂。。屆時獲獎者屆時獲獎者
可凴券領獎可凴券領獎。。
查詢晚會資料查詢晚會資料，，擬擔任贊助或購買餐券擬擔任贊助或購買餐券，，
則 請 撥 打則 請 撥 打 312312--791791--04180418 或 致 電 郵或 致 電 郵
wade_ekstrom@caslservice.orgwade_ekstrom@caslservice.org 與葉文國先與葉文國先
生聯絡生聯絡。。
芝加哥華人諮詢服務處是當今美國中西芝加哥華人諮詢服務處是當今美國中西
部規模最大部規模最大、、服務專案最齊全的非牟利的服務專案最齊全的非牟利的
華裔社區服務機構華裔社區服務機構。。其宗旨是為有需求的其宗旨是為有需求的

華人移民家庭排憂解難華人移民家庭排憂解難，，提供各方面的幫提供各方面的幫
助助。。華諮處的服務物件以芝城華裔移民為華諮處的服務物件以芝城華裔移民為
主主，，低收入和新移民占服務物件的低收入和新移民占服務物件的 9090%%以以
上上。。服務專案包括了老人服務服務專案包括了老人服務，，兒童學前教兒童學前教
育育，，青少年輔導青少年輔導，，職業培訓職業培訓，，房屋理財房屋理財，，家庭家庭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法律諮詢顧問法律諮詢顧問，，汽車駕駛執照更汽車駕駛執照更
換換，，華人選舉權益等華人選舉權益等。。華諮處每年接待服務華諮處每年接待服務
民眾超過一萬七千人次民眾超過一萬七千人次。。深受廣大新移民深受廣大新移民

的歡迎和社會各界的讚譽的歡迎和社會各界的讚譽
華諮處在華埠社區成立已經華諮處在華埠社區成立已經3636載載，，長期以長期以
來為社區廣大民眾服務來為社區廣大民眾服務，，與社區各社團及與社區各社團及
廣大民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廣大民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華諮處希望華諮處希望
通過這次籌款通過這次籌款，，讓更多的社會行善人士支讓更多的社會行善人士支
援愛心事業援愛心事業，，讓更多的新移民實現他們的讓更多的新移民實現他們的

““美國夢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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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 作為一個作為一個501501(c)((c)(33))類泛亞洲社類泛亞洲社
會服務的非營利機構會服務的非營利機構，，華人互助會華人互助會（（又稱又稱
CMAACMAA））即將於即將於1010月月2727日迎來其第日迎來其第3434次周次周
年晚宴暨無聲競拍會年晚宴暨無聲競拍會。。此次周年慶祝活動此次周年慶祝活動
將在位於中國城的將在位於中國城的New Furama RestaurantNew Furama Restaurant
舉行舉行。。今年的籌款晚宴主題是今年的籌款晚宴主題是““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
之聲之聲：：團結的力量團結的力量”，”，體現出機構一直以來體現出機構一直以來
致力於幫助並賦權給來自亞洲的低收入移致力於幫助並賦權給來自亞洲的低收入移
民以及難民的使命民以及難民的使命。。
整個籌款活動將會由下午五點持續至晚上整個籌款活動將會由下午五點持續至晚上
八點八點。。屆時不僅會有十道滿漢全席盛宴屆時不僅會有十道滿漢全席盛宴，，還還
將有民俗表演以及無聲競拍活動將有民俗表演以及無聲競拍活動。。除此之除此之
外外，，華人互助會將為以下華人互助會將為以下20152015年聯合獲獎年聯合獲獎
者頒獎者頒獎：：
20152015年度最有遠見人物獎年度最有遠見人物獎 ————
••伊利諾伊州參議員伊利諾伊州參議員Heather A. SteansHeather A. Steans
懷德移民成就獎懷德移民成就獎————
••Edilberto C. OrtizEdilberto C. Ortiz 先生先生，，註冊會計師註冊會計師，，E.E.
C. Ortiz &Co.C. Ortiz &Co.創始人及執行合夥人創始人及執行合夥人
傑出商業夥伴獎傑出商業夥伴獎————
••The Buddhist Temple of Chicago led byThe Buddhist Temple of Chicago led by
the Reverend Patti Nakaithe Reverend Patti Nakai
約翰越南阮氏下壹代獎約翰越南阮氏下壹代獎————
•• Thomas Choi,Thomas Choi, 公共事務經理公共事務經理，，伊利諾伊利諾

斯州審計辦公室斯州審計辦公室
在今年的第在今年的第3434屆年度晚宴暨無聲競拍活屆年度晚宴暨無聲競拍活

動上動上，，來自社區的支持將會起到前所未有來自社區的支持將會起到前所未有
的重要作用的重要作用。。由於州政府陷入預算僵局由於州政府陷入預算僵局，，伊伊
利諾伊州即將以無核準預算的狀況進入本利諾伊州即將以無核準預算的狀況進入本
財年的第四個月度財年的第四個月度。。這迫使包括這迫使包括CMAACMAA在在
內的一批為社區提供重要服務的非盈利機內的一批為社區提供重要服務的非盈利機
構很可能需要用裁員和其他緊縮措施來應構很可能需要用裁員和其他緊縮措施來應
對這個挑戰對這個挑戰。。因此因此，，通過此次周年晚宴暨無通過此次周年晚宴暨無
聲競拍活動聲競拍活動，，CMAACMAA希望能夠籌集到足夠希望能夠籌集到足夠
的款項以支持其繼續為低收入移民的款項以支持其繼續為低收入移民，，難民難民
以及美國公民提供優質的服務以及美國公民提供優質的服務。。

華人互助會誠摯邀請您於華人互助會誠摯邀請您於1010月月2727日日（（週週
二二））參加第參加第3434屆年度晚宴暨無聲競拍活動屆年度晚宴暨無聲競拍活動
。。如果您有此意向如果您有此意向，，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
(www.chinesemutualaid.org)(www.chinesemutualaid.org)上瞭解關於本上瞭解關於本
次年度晚宴暨無聲競拍的詳細信息次年度晚宴暨無聲競拍的詳細信息。。您可您可
以通過購買活動入場券以通過購買活動入場券，，捐款捐款，，或者或者（（以及以及））
註冊成為贊助人或項目廣告贊助商的形式註冊成為贊助人或項目廣告贊助商的形式
支持我們支持我們。。衷心感謝您的支持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關於華人互助會協助關於華人互助會協助，，職業發展及諮詢服職業發展及諮詢服
務務，，以及青少年項目以及青少年項目。。如需瞭解更多資訊如需瞭解更多資訊，，
請訪問華人互助會網站請訪問華人互助會網站。。www.chinesemuwww.chinesemu--
tualaid.orgtualaid.org

互助會27日周年晚宴暨無聲競拍

庫克縣芝市物業估值大增明年稅金必漲
華諮處講座湖鎮區業主提上訴兼學節能

(本報訊)庫克縣物業每三年重新
估價一次，今年很多業主已相繼收到
庫克縣物業估價處（Cook County As-
sessor’s Office）發出的物業重新估價
通知書，其中七十多名湖鎮區（Lake
Township）業主懷著對物業大幅「升值
」的焦慮心情，出席十月十九日由華人
諮詢服務處房屋理財教育部與庫克縣
審 核 委 員 會（Cook County Board of
Review）羅 傑 斯 專 員（Commissioner
Larry R. Rogers, Jr.）及卡伯納吉專員
（Commissioner Michael M. Cabonargi）
辦公室合辦的「地稅再上訴」講座。理
解到不少業主從此或須厲行節約以應
付急漲的地稅，華諮處特別邀請提升

能源公司（Elevate Energy）派員到場，
講解如何利用智能電表（Smart Meter）
節能省錢。

國泰銀行（Cathay Bank）副總裁
兼經理梅麗雲與多名同事也在會場設
立專桌，解答出席者有關銀行服務的
問題。

講座首先由能源提升公司能源分
析員楊文介紹智慧電網及智慧電表，
她說它們可以減少斷電次數及電力浪
費，給予消費者更大的用電控制權。她
表示，市民在安裝智慧電表後可以選
擇合意的定價計劃：（一）傳統電價計
劃（Traditional Electricity Rates），電費
率只會跟季度改變；（二）高峰時間省

錢計劃（Peak Time Savings Program），
沒有風險，只會在特定的三至五個炎
熱夏日內進行；（三）實時定價計劃
（Real-Time Pricing Program），每個小
時的電費率都會改變，故存在一定風
險，但回報高；（四）使用時間計劃
（Time of Use）。

楊文指出，一般家居有很大一部
分的能源都會因房屋密封不足而浪費
掉，如果能有效地提升能源效益，大家
每年可節省高達五百美元的能源費用
。她接著表示，其公司可向參加者提供
原值五百美元但現僅需九十九美元的
住宅能源評估服務，但四單位以上的
房屋或願意以自已居所作小型講座者

可獲豁免。她表示，提升能效後，居民
除了可以節省可觀的能源開支，同時
令家居更加舒適外，還可以憑能源之
星的認證來提高房屋價值。場外組織
員哈林頓（Mike Harrington）其後向出
席者送贈智能電源拖板。

講座第二環節，審委會羅傑斯專
員率領外展主任奧戴恩（Shani Audain
）、麥克倫登（Craig McLendon）、克拉
蒂（Ty Cratic）、蒙 哥 馬 利（Cherise
Montgomery）、亨德森（Lena Hender-
son）、貝姆（Bridget Boehm）、羅德里格
茲（Jose Rodriguez）、傑 克 遜（Jabari
Jackson）、湯普森（Jim Thompson）及佩
雷茲（Sylvia Perez）等多名聆訊官或分

析員到場，他感謝多年
來華諮處與審委會合
作，共同在社區協助業
主就物業估值上訴。他
表示，大家填妥上訴表
格後，可以將之郵寄回
審委會，或直接到審委
會的網站填寫上訴表
格。

在審委會工作人員
派發上訴表格後，劉振
斌利用投影機教大家
如何填寫二零一五年
度地稅上訴表。他表示
，湖鎮區的地稅上訴截
止日期是十一月十二
日，決定上訴的業主如

希望經由華諮處代交上訴表格，最遲
應在十一月十一日把填妥的上訴表格
交回華諮處房理部集中處理，以便趕
在截止日期前送交審委會。

華諮處是美國中西部首家提供房
屋理財服務的華人社會服務機構，獲
美國房屋與都市發展部（HUD）認可，
提供有關法拍的輔導及協助。其房屋
理財教育部每月舉辦不同題目的講座
，還舉辦可頒發完成證書的「置業安居
」研習班，協助地稅上訴，協助申請老
人屋及廉租屋，接受申請長者小型房
屋維修、節能補助、能源及冷氣補助等
計劃，以及提供單對單房屋理財或避
免房屋遭法拍等輔導。華諮處地址：
2141 South Tan Court, Chicago, IL
60616；電話：312-791-0418。

華諮處房理計劃的首席企業贊助
人是全美銀行（U.S. Bank），其他贊助
機構包括全國亞太裔美國人社區發展
大聯盟（National CAPACD）、庫克縣
社區及經濟發展協會（CEDA）、芝加
哥規劃及發展部（Chicago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聯合勸
募（United Way）、伊州科學及能源創
新 基 金 會（Illinois Science & Energy
Innovation Foundation）、國 泰 銀 行
（Cathay Bank）及伊利諾伊州總檢察長
辦公室（Illinois Attorney General’s Of-
fice）。

講座工作人員與審委會官員合照左七起為國泰銀行梅麗雲講座工作人員與審委會官員合照左七起為國泰銀行梅麗雲、、
審委會奧戴恩審委會奧戴恩、、華諮處陳麗君華諮處陳麗君、、劉振斌及總裁黃羅瑞雄劉振斌及總裁黃羅瑞雄、、審委員專員羅傑斯審委員專員羅傑斯

智慧電表講座工作人員合照左起智慧電表講座工作人員合照左起：：能源提升公司能源提升公司
哈林頓及楊文哈林頓及楊文、、華諮處劉振斌華諮處劉振斌、、鄭碧瑜鄭碧瑜、、梅妙珍及陳麗君梅妙珍及陳麗君。。

審委員專員羅傑斯審委員專員羅傑斯（（右右））及奧戴恩及奧戴恩（（中中））
就地稅問題發言就地稅問題發言，，華諮處劉振斌華諮處劉振斌（（左左））負責翻譯負責翻譯。。 華諮處地稅上訴講座華諮處地稅上訴講座，，出席者眾出席者眾

華諮處總裁黃羅瑞雄華諮處總裁黃羅瑞雄（（中中）、）、劉振斌劉振斌
（（右右））與審委會專員羅傑斯與審委會專員羅傑斯（（左左））合照合照

AG151023A達福社區

神州合唱團百人《黃河大合唱》音樂會在觀
眾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圓滿結束了。看著眼前擁
擠的人群，熱烈的掌聲，一年來的辛勞一掃而光
，心裏充滿著喜樂和感恩。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而且也是神州合
唱團成立20周年。為了紀念這個不平常的日子
，讓我們不要忘記過去的苦難，珍惜現在幸福和
平的生活，神州合唱團經過一年的排練和準備，
為達福地區的廣大民眾獻上了一場宏大的音樂
盛宴。

音樂會在雄壯的《抗敵歌》聲中開始，試問
“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
歌聲一下就把觀眾帶到了抗戰的最前線。接下
來我們演唱了《松花江上》，歌聲使觀眾仿佛看
到了美麗富饒的松花江兩岸那無盡的森林和寶
藏，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但是，在那悲
慘的日子“九一八”之後，日寇占領了東三省，民
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我們不能就這樣任人宰
割，我們要反抗，我們要抗爭。我們接下來演唱
了《在太行山上》和《游擊隊歌》，這兩首歌曲都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抗戰歌曲。一首渾厚雄壯，另
一首歡快詼諧。我們不希望戰爭，我們需要和平
和安寧，我們為觀眾帶來了一首著名的意大利
文歌曲《Nabucco》翻譯成中文就是“希伯來奴
隸曲”，表達了奴隸們希望衝破牢籠，回到自己
家鄉的複雜心情。另外一首英文歌曲《Earth
Song》表達了人們痛恨戰爭，渴望和平的心。歌
曲和聲優美、餘音繚繞，感染力超強，使人聽後
心靜如水，安詳平和。

我們的音樂會不但要唱《黃河》，還要唱《長
江》，我們演唱的《長江之歌》由達福地區著名的
女高音歌唱家劉香領唱。她以高昂美妙的歌聲
把觀眾帶到了長江邊，大海旁，使人浮想聯翩。

我們不但有集體大合唱，我們還有男聲小
合唱，女聲小合唱，我們分別演唱了歌劇《長恨
歌》裏面的兩個歌曲。《山在虛無飄渺間》和《漁
陽鼙鼓動地來》。集體唱完了，就該獨唱了，我們
的理事長謝右安演唱了《我愛你中國》，他唱得
聲情並茂，高音簡直可以衝破雲霄，觀眾掌聲如
雷加以鼓勵。我們的女高音歌唱家高澤華演唱
了一曲高難度的意大利歌劇裏的曲目《Chacun

Le Sait》，她出場時的一身古典軍服把觀眾逗得
開懷大笑，但是她一開口，又把觀眾驚得嘴巴大
張，不敢出聲。澤華的聲音真是美妙無比，比百
靈鳥的歌聲還要優美無數倍。真是太神奇了。

音樂會上半場在華韻樂社的《微山湖》，《花
好月圓》，《金蛇狂舞》聲中結束。

我們今年音樂會的重頭大戲是《黃河大合
唱》。我們有幸邀請到了休斯敦和奧斯汀的歌友
在著名指揮蕭楫的帶領下來達拉斯與我們同台
演唱《黃河》。另外，我們還請到了王滋順博士為
我們朗誦每首歌曲前的詩歌。他這是第三次為
《黃河大合唱》詩朗誦了。他的聲音低沉雄厚，抒
情激昂。

《黃河大合唱》由光未然（張光年）做詞，冼
星海作曲，1939年首次演唱，在中國抗日戰爭時
起到了鼓舞作用。我們演唱《黃河大合唱》七個
樂章：《黃河船夫曲》，《黃河頌》，《黃水謠》，《河
邊對口》，《黃河怨》，《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
！》

《黃河頌》由男中音唐江寧獨唱，他聲音寬
厚洪亮，穿透力強，把這首難度很大的歌曲表達
的恰到好處，使聽眾能夠產生共鳴。

我們請到了另外一位重量級的女高音歌唱
家是張連英女士。她的聲音高昂寬廣，感情色彩
鮮明，她演唱的《黃河怨》把一個將要結束自己
性命的悲哀婦人演繹的淋漓盡致，許多觀眾是
含著眼淚聽完她演唱的這首歌的。

我們全體團員，不論是排練還是正式演出，
每次唱到《保衛黃河》這首歌時，都是非常激動
和振奮。都唱得特別帶勁。當我們唱完所有《黃
河》樂章時，觀眾席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觀
眾久久不願離去。為了滿足觀眾的要求，我們與
在場的觀眾一起再次唱響了《保衛黃河》，“風在
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保衛黃河，保衛華北，
保衛全中國”的歌聲響徹了整個大廳。整個音樂
會在高潮中結束。讓人回味無窮。

音樂會上兩個鋼琴師的伴奏可謂是華麗多
姿，為我們音樂會增添了重重一筆絢麗的色彩。

整場音樂會的靈魂人物當屬我們的指揮劉
哲苑女士，她游刃有餘的指揮，風格瀟灑優美，
舒展大方，時而風和雨細，時而雷鳴電閃，把整

個音樂會的每個曲目都處理得恰到好處，使整
個音樂會畫上了圓滿句號。

《神州合唱團》創建于1995年。當時一批熱
愛唱歌的華人相聚組成了百人合唱團，在美南
地區首次唱響了由冼星海先生作曲的《黃河大
合唱》（選段）。1996年9月，百人合唱團再相聚，
以一部由孫承驊先生編配的大聯唱《我的中國
心》唱出了旅美華人的游子之情，其成功演出再
次引起了達拉斯僑界的注意。同年年底《神州合
唱團》正式成立，1997年春節在達福地區旅美僑
胞舉辦的聯歡會上首次以《神州合唱團》為名登
臺亮相。其後《神州合唱團》相繼在慶祝香港回
歸、每年的春節及中秋國慶聯歡會上演出了許
多喜聞樂見的合唱曲，深受大家歡迎。2000年春
合唱團正式成為全年常規性活動社團。

2001年起神州合唱團開始舉辦年度音樂會
，首場演出正趕上5月母親節，一首首深情的歌
曲，獲得僑胞熱烈的掌聲，獻給母親的一朵朵康
乃馨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後幾年又
相繼演唱了《梁山伯與祝英台》、《長江組歌》、
《三湘四季》、《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音樂會》、
《我的祖國和我》等大型組曲和專題音樂會，年
年推出新曲目，不斷引起當地僑界的熱烈反響。
演唱的曲目也從中國的流行歌曲向西方的經典
和東方的民族音樂發展，拓展了觀眾群，也提高
和開闊了演唱的視野及水準。2007年夏季，為促
進中美及兩岸三地文化交流，以歌會友，與阿靈
頓的大地合唱團聯合舉辦了第三屆海峽兩岸
《華人之聲》演唱會，受到達拉斯主流媒體的關
注和報道。2008年11月，受全國政協邀請，神州
合唱團在上海與上海教師合唱團及交大合唱團
，在北京與廣播之友合唱團並由中國歌劇舞劇
院管弦樂團伴奏演出「中國心，中華情」中美華
人合唱音樂會，並由中國電視台CCTV在全國及
全球的播導。2010年11月底，神州合唱團在臺北
參加第四屆“兩岸三地”的演出，獲得圓滿成功。
2012年2月，神州合唱團赴歐洲參加了由中國
合唱協會主辦的大型合唱音樂會，在維也納的
金色大廳成功演出成為中國合唱報的首版新聞
。2013年我們又應邀赴福州參加福州大學“以歌
會友 - 華人之聲”合唱音樂會，同時慶祝其建校

55周年。2014年秋我們更應邀赴丹佛市，參與
“親情中華”表演。2014年以來神州合唱團許多
團員參與了在美國和歐洲舉行的大型合唱組歌

“歲月甘泉”的數場演出。2015年神州合唱團參
與了中國網絡電視臺舉辦的大型眾籌節目《黃
河大合唱》的活動。

如今《神州合唱團》已經成長為擁有70多
人的非營利性501(C)(3)的合唱團體，且有日臻完
善的組織章程和體制。回顧本團成立前後的歷
程，能夠取得成就得益于名師指點，啟蒙的丁靄
悅指揮誨人不倦，繼任的郭愛蓮指揮精益求精，
現任的指揮劉哲苑老師才華橫溢，她們兢兢業
業地伴著神州走過不平凡的一年又一年，她們
深厚的音樂修養和對藝術不懈的追求，是神州
努力向上之魂魄。神州的成長亦得益于為我們
伴奏多年的諸信恩教授（已故）、陳祖玲老師、于
清先生和金世元女士所給予的藝術指導以及團
委會、理事會成員的鼎力合作，更離不開全體團
員們的無私奉獻和大力支持。我們的團員來自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韓國及東南亞各地區，還
有土生土長的老美。既有教授律師醫生護士工
程師，也有從事商貿、管理等不同職業的。背景
不同，共同的愛好就是唱歌。團裏不乏多年前從
事文藝的藝術工作者，更多的是唱歌藝術的愛
好者，多年磨礪，痴情不移，不少團員還去求名
師指點，以求藝術上的不斷長進。十多年來大家
相濡以沫、團結互助、努力配合。《神州合唱團》
就是一個洋溢著兄弟姐妹情誼的大家庭。20年
來我們有過6位團長，他們是田吉民、張雁君、
韋丹維、謝右安、謝敏、路平。難能可貴的是，他
們每一位都還活躍在團裏，為《神州》的發展獻
策獻力。

當然，《神州》能有今天，離不開達福地區各
界人士和社團多年來的大力支持和資助。我們
有些贊助家，20年來年年資助我們，而且數量不
斷增加。我們在此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謝！

我們的宗旨是“以歌會友，其樂無窮”，我們
歡迎各界音樂愛好者加入到我們這個溫暖的大
家庭裏來，享受與歌共舞的快樂時光。(路平供
稿)

神州合唱團神州合唱團《《黃河大合唱黃河大合唱》》音樂會圓滿成功音樂會圓滿成功

全體合影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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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因
應全球化的競爭時代，臺灣唯有主動
出擊，延攬國際專業人才，加速帶動國
內企業導入國際化腳步，幫助臺灣產
業推向全球，與國際產業供應鏈接軌。
由經濟部投資處副處長楊宏所率領的
「2015年臺灣攬才訪問團」，於10月17
日，在芝加哥城中心的希爾頓雙樹飯
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Magnificent
Mile)，舉辦企業與人才一對一媒合洽
談會，並推出了海外人才赴台工作坊，
讓與會人士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台
灣，吸引海外人才到台服務。

經濟部投資處副處長楊宏在接受
訪問時表示，「行政院延攬海外人才訪
問團」自2003年起舉辦，10幾年來共吸
引超過 26,000 位海外人才參與此項
產、學、研等單位的求才媒合活動，也
成功延攬5,479位海外人才回台服務，
成為一個連結國內企業與海外人才求
才與求職的重要平台，除有效發揮攬
才服務功能外，也有助於凝聚海外僑

界對政府的向心力。
此次參與攬才的單位計有30家，

除工研院及資策會等法人機構外，包
括台積電、聯發科、友達光電、鈺創科
技、日月光、岱稜科技、上銀科技、陸聯
精密、眾信法律、中國信託、兆豐商銀
及台新金控等知名廠商也都積極參團
攬才，預計將提供國際人才包括徵求
高階技術研發主管、具跨國經營經驗
之高階管理主管、因應新產品開發之
各類工程師、市場研究人員、專利外國
律師與行銷人員等人才。政府相關部
門如國家發展委員會、外交部、內政部
役政署、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及本處等單位派員參與。

今年攬才團也首度辦理「海外人
才來臺工作坊」，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國
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工業技術研究
院北美公司總經理王韶華、資策會技
術長陳明義、外貿協會組長郝代源包
括介紹臺灣創新、創業與工作環境，臺
灣職涯生態、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及

經濟部HiRecruit全球人才入口網，廣
邀國內企業及海外人才登錄成為會
員，透過媒合之平台，協助國內產、學、
研各界延攬海外人才，及產業職缺與
我國今年7月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等
之第一手資訊。

楊宏副處長繼續表示，台商在海
外投資最多的地方，除了大陸，還有東
南亞。如果將來金融機構要打「亞洲
杯」的時候，需要許多了解海外金融市
場的人才，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芝
加哥有許多知名科研機構和很好的大
學，希望在芝加哥這一站能夠找到廠
商所需要的人才。這次除了訪美實地
徵才之外，政府也透過企業人才媒合
網站，提供全年無休的服務，並預計在
今年年底推出Contact Taiwan網站，做
進一步加強網站媒合的服務。

最後楊宏副處長說，人才是企業
發展的核心、經營的資源，也是提升國
際競爭力的關鍵。透過延攬國際化人
才的帶動效應，有助臺灣將產業推向

全 球，與
國際產業
供應鏈充
分 接 軌。
我們竭誠
歡迎海外
產、學、研
各 界 人
才，加 入
回台工作
的 行 列，
共創台灣
經濟的未
來！

剛畢
業於北伊
大化學及
電腦學位
的臺灣留學生崔平、段代偉及 Steven
度，在接受訪問時都一致表示，感謝臺
灣政府提供尋找工作的機會，也從當
日的活動中深入瞭解到臺灣發展的情

形。
主辦芝加哥攬才活動的台灣貿易

中心主任梁芷菊表示，外貿協會受經
濟部委託辦理本活動，這次攬才除了

美國和臺灣總共有
20家顧主來到當天
的會場，提供超過
100個工作職缺，除
了有許多臺灣的留
學生之外，也有美
國人士，甚至中國
大陸的留學生也一
起參加，現場總計
大約超過 150 位來
到會場參加這次的
攬才活動，目前媒
合 的 面 試 已 超 過
100場以上，這項活
動對正在求職的人

才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
也可增進海外華人對國
內產業發展及人才需求
的了解，也帶動台灣產業
與國際接軌。

有意求職和求才的
個人和企業家們，請到
hirecruit.nat.gov.tw 網 站
登記成為會員，經由網站
自動謀合後，廠家會通知
會面以及做進一步的洽
談。

「2015年臺灣攬才訪問團」於芝加哥舉辦攬才會
歡迎海外各界人才 回台工作 共創台灣經濟的未來

台灣攬才訪問團代表在芝加哥會場合影

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
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

工業技術研究院北美公司總經理王韶華工業技術研究院北美公司總經理王韶華,,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

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芝加哥臺美商會芝加哥臺美商會
會長陳聰能會長陳聰能,,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
前青商會會長郭正雍前青商會會長郭正雍,,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向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向
大家介紹大家介紹「「連繫臺灣連繫臺灣，，職涯和事業與臺灣共榮職涯和事業與臺灣共榮」」

外貿協會組長郝代源介紹外貿協會組長郝代源介紹
「「臺灣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臺灣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 攬才活動會場一景攬才活動會場一景

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美國許氏參業美國許氏參業
集團總經理林維章集團總經理林維章,,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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