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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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箱： superarmory@yahoo.com

新
開
張

慶祝聖誕新年慶祝聖誕新年 化妝品禮盒化妝品禮盒
大贈送大贈送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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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B24 B,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王 迪
David Wang

獨家代理出售獨家代理出售KatyKaty商場商場

誠信可靠﹐敬請賜電通國語﹐英語

電話:+1 346 204 0267 Email:dwang004@gmail.com 微信﹕weixindavidw

20132013年建年建,,100100%%出租率出租率

專業公司管理專業公司管理
加州業主割愛加州業主割愛

˙招租面積17,125 平呎
˙占地72,480平呎
˙年回報7%
˙售價$5,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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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 療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五

（8am -6pm）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大部分女車主都不會

主動去查看輪胎，出現了

問題就手足無措，其實輪

胎問題可以及早預防。平

常可以自檢輪胎，自檢輪

胎沒那麼難，教你三個簡

單“自檢”方法，你可以

試用一下。

A.硬幣“巧”測胎面

花紋

胎面花紋的磨損程度反映

輪胎的磨損程度，當胎面

的花紋淺於 1.6mm的時候

，就必須更換輪胎了。如

果沒有時間去檢測點進行

專業檢測，可以把一枚

quarter 硬幣嵌入花紋當中

，如果還能夠看到硬幣正

面邊上的虛線環，輪胎必

須要更換。如果胎面出現

異常突起或磨損，也應及

時去維修點進行檢測，以

避免更大的安全問題發生

。

B.記得說明書上的正常

胎壓

查看一下車輛用戶手冊或

是銘牌上標註的正常胎壓

，然後讓檢測人員檢測車

輛目前的胎壓，並作出相

應的調整。正常的胎壓應

在 2.2~2.5 左右。當然，借

助專業小巧的隨身胎壓計

，女性車主也能輕鬆掌握

胎壓狀況。

C.不要讓愛車裝太多東

西

女性車主喜歡在愛車裡放

置物品，但對於車載行李

的重量往往會有所忽略。

但如果載物過多導致超載

會給輪胎帶來巨大的壓力

從而導致爆胎的發生。女

車主對輪胎的“保護”，

就從簡單的車身減重開始

吧！

女性車主在城區道路行駛

還好，遇到鄉村小路，特

別是下雨之後，積水濕滑

路況，就不知道怎麼選擇

行駛路線，很盲目地選擇

道路行駛，因此，女性車

主的輪胎損壞也通常比男

性車主要快得多。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女性車主學會自檢輪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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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新世紀通訊
緊急通知：凡是在新世紀通訊使用
P_tel Mobile公司（即$10 元兩個月分
鐘計劃）的用戶，請於 1 月 28 日（3
日內）以前店內更換您的計劃，逾期
您的手機號碼將無法保留。請大家互
相轉告，過期將無法保留您的手機號
碼。

新世紀通訊一直以對客戶認真負
責而在社區擁有良好的聲譽。此次，
剛接到公司電話，被告知$10 元兩個
月分鐘計劃馬上停止，原用戶需在 3
日內到店裏來更換一個手機SIM卡，
保持原號碼不變，但手機服務計劃轉
到另一家公司，改為10元三個月，即
40元一年的計劃，此計劃比原來的10
元兩個月更劃算。因總公司突然通知
他們，並且要去在幾天之內全部更換
SIM 卡完畢，所以 Lily 和 Judy 接到通
知後，連夜給所有的10元兩個月計劃
用戶打電話、發信息、發郵件，並且

在各媒體發布廣告。但因為事情緊急
，時間倉促，如果用戶沒有在1月28
日以前來新世紀通訊更換SIM卡，導
致無法保留原號碼。過期來新世紀通
訊更換SIM卡的用戶，只好更換新的
號碼，希望不會對您的工作生活造成
不便。

在剛剛過去的2015，新世紀通訊
(Amazing Wireless) 在 全 美 國 所 有 的
T-Mobile預付計劃專營店裏拔得頭籌
，榮膺休斯頓銷量第一，德州銷量第
一，全美銷量第一！這是了不起的成
就！T—mobile 總部也非常驚訝於一
個小小的門店能創造出這樣的銷售奇
跡。其實，了解新世紀通訊的朋友和
客人就知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新世紀通訊開業五年以來，秉承“幫
您省錢，替您省心”的一貫宗旨服務
顧客，口碑好，服務盡心盡力，很多
客戶介紹親友使用，客戶介紹客戶，
大家介紹大家，所以銷量一路上升，

每天都是歷史新高。
華人是最會賺錢也是最會省錢的

族裔，休斯敦的大家都知道：最省錢
的手機月付計劃，就在王朝商場旁的
新世紀通訊。最近還推出開臺，不需
要簽合約就送 4G LTE 智能手機計劃
，樂得最會過日子的華人朋友合不攏
嘴。不少朋友拿了免費的新手機回國
去送人，既實惠又有面子。用過的人
都說好。

新世紀通訊針對手機用得多的人
、手機用得少的人、手機用得不多不
少的人，都有不同的計劃適合您。比
如，每月只需$29 元就可無限制撥打
全美任何電話，無限制收發任何國家
的短訊。並包括50MB快速上網。一
品屋老闆原來每月兩人用到$100多，
現在經過新世紀通訊量體裁衣，每月
用四十美元的計劃就綽綽有餘了。

另外每月只需$39 元，除了無限
制撥打全美任何電話，無限制收發任

何國家的短訊以外，還可以
無限制上網，並包括每月多
達250分鐘直撥國際長途。義
烏來的歐陽女士做生意常常
需要撥打到各州的客戶那裡
調配貨品，還要撥打國際長
途回國下單，所以不僅自己
用新世紀通訊的計劃，還把
所有來休斯頓做生意的朋友
們都介紹來用新世紀通訊。

新世紀通訊的各種計劃真實可靠
、特省錢、免簽合約、保留原號碼、
免查信用、免附加費。很多客戶其他
的合約一到期，就轉來新世紀通訊。

出國三個月，不必交月費，還可
保留電話號碼90天。回國的時候，給
親朋好友帶一款最新的解碼的iPhone
或者 Smart Phone、Samsung，既體面
，又大方。

假如您也想節省手機費用支出，
趕緊查看您的簽約是否已經到期。若

已經不在簽約期間，不妨聯繫Amaz-
ing Wireless（新世紀通訊）諮詢適合
您家裡每個人的省錢計劃。再也不用
為全家共用有限的分鐘而傷腦筋了。
Amazing Wireless（新世紀通訊）
電話：832-266-8368（週一至週六
10:30 am--7: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te132，
Houston, TX 77036(Dynasty Plaza 王朝
廣場)。

新世紀通訊緊急通知！

圖為出席座談會的兩岸社團代表合影圖為出席座談會的兩岸社團代表合影（（左起左起））鄧潤京鄧潤京，，楊明耕楊明耕，，葉宏志葉宏志，，梁慎平梁慎平，，主持人美主持人美
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黃登陸黃登陸，，程美華程美華，，常中政常中政，，江震遠江震遠，，吳軍吳軍。（。（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後之新情勢
•台灣大選後政治版圖之分析• 新總統就任後對海峽兩岸關係之展望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採訪 攝影
時間：2016年1月19日
地點：美南傳媒集團總部
出席：李蔚華先生（ 美南傳媒集團董

事長）
葉宏志先生（中國國民黨中評委）
梁慎平先生（華美中醫學院院長）
楊明耕先生（金城銀行副董事長）
鄧潤京先生（德州和統會會長）
江震遠先生（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會

長）
常中政先生（美南電視 「新聞面對面

」主持人
黃登陸先生（休台姊妹會會長，前

「新黨」召集人）
程美華女士（ 「華僑協會」副會長，

資深節目主持人）
吳軍先生 （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秘書長）
李蔚華先生:這是第一次海峽兩岸的朋友坐在一起，討論

「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後之新情勢」這樣嚴肅的話題，希望能透過
我們美南報系全美十家媒體表達對海峽兩岸政府與民間對 「台
灣大選」的關 心。

葉宏志：這次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可說是慘敗，輸了三百
多萬票。這也顯示了四十歲以下 「新」的族羣，四十歲以下的年
輕人對台灣未來政策的走向產生極大的影響。國民黨是百年老店
，有它的包袱，它與年輕人沒有很好的聯繫，才會產生這麼大的
落差。如今可說是主流逐漸凋零，我們應特別注意這一代人的想
法。如 「時代 力量」他們代表這一族群的實力，他們會影響台
灣未來前途的發展。

至於未來民進黨，國民黨的走向，我看蔡主席她不會太激進
，貿進。她會採取穩健腳步， 「維持現狀」。你看她的當選記者
招待會，後面的背景，一是中華民國國旗，一是民進黨黨旗。我
不認為她會採取政治上的貿進，以後看蔡的執政，如果沒有採取
不友善的態度，我認為海峽兩岸還會照舊。

中國國民黨有它的包袱，必須培養新人，接受新的民意。
希望未來民進黨和國民黨採良性競爭，對老百姓的福祉才有益。

梁慎平：這次的選舉，反應出台灣的民意----用選票來決
定 「換」，其結果早在台灣人民心目中已定，不管是長痛，短痛
，蔡主席的當選，大家都可預料，這是全國人民的 「雙贏」。國
民黨承載了以前的過度包袱，派系林立，與八年前的民進黨相同
。 「民進黨」歷 經選戰的失敗，痛改前非，深入民心，了解人
民需要。一步一腳 印，慘淡經營下來， 「政黨輪替」是民主政

治的常態，不管長痛短痛。我們看
到蔡主席的當選演講，她很嚴肅，
她知道這是責任的開始。必須深入
民意。有的人認為她沒有政見，其
實，她很 「務實」，一定要百分之
百民意的需求，她才肯承諾。台灣
人民很放心的讓她去試試看， 「換
」的時代來臨了。台灣民主政治已
到相當高的水平，台灣人民可說是
傳統中國人精神的延伸。今天台灣
不論經濟如何差，台灣人民堅忍豪
邁，有情有義，百折不撓，國民的
抗壓性很強，今天，可說最大的贏
家是台灣，民進黨執政不是天上掉
下來的，是他努力的結果。我們用
政黨輪替來期待更好的未來。

楊明耕：這次一月十六日的大
選，民進黨贏很多。國，民兩黨都看到了 「年輕人需要栽培」。
而國民黨為何無法契合年輕人的心？我認 為他的失敗有二點：

（一）他對 「中華民國」的定義不是很清楚，台灣人不知如
何去Follow它。中國國民黨到國外都不敢講，甚至 「馬習會」也
不敢講，造成台灣人對國民黨失望。最近， 「我是台灣人」超過
50%，60% 即為一例。

（二）中國一直鎖定與國民黨來往，一定不要與民進黨來往
。希 望中國不要有以前的成見。希望我台灣的代表，完全站在
台灣的立場。但我們現在派出去的代表，都是他的親戚或朋友在
大陸做生意的，這樣談條件怎麼談的成？造成大家對政府不產生

信任，才會有霸佔行政院，反服貿的問題存在。
鄧潤京：我認為蔡上台後，會產生很大的變化。但有三個不

會變：
（一）中國外交部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中國領土

完整不能分割。
（二）埾持 「一個中國」的基本國策不會改變。如果有人想

要改 變，一定會造成 「天翻地覆，地動山搖」。
（三）我代表美國和統（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十四個地

區會長反台獨。換言之，大陸根本不怕台獨，甚至希望台灣宣佈
獨立。因為台灣宣佈獨立之日，即兩岸統一之時。

楊明耕楊明耕梁慎平梁慎平 鄧潤京鄧潤京葉宏志葉宏志李蔚華李蔚華

(上)

鳳城海鮮酒家全面翻新迎新春鳳城海鮮酒家全面翻新迎新春
（本報訊）采風書坊舉辦二日暢

銷書特價書展及二手書特賣會 增至兩
天!

采風書坊將在本月1月22日星期
五至1月23日星期六舉辦兩天的暢銷
書展及二手書特賣會，時間早上九點
至 下 午 五 點 ， 地 點 3731 Briarpark
Drive, Ste 150 Houston, TX 77042。此
次兩天的書展將會有2015暢銷百大新
書、特價書，暢銷新書將有金卡會員
等級的優惠價!

I.暢銷百大新書
文學小說: 東野圭吾 「當祈禱落

幕時」、月之海 「瑯琊榜」連劇續原
著小說、鄭丰新武俠小說 「生死谷套
書（全三冊）」、村上春樹 「沒有女
人的男人們」、柚木麻子 「午餐的敦
子」、王安憶 「匿名」、山崎豐子
「約定之海」以及諾貝爾2015得獎者

亞歷塞維奇作品 「車諾比的悲鳴」。
健康養生: 包括賴宇凡 「要瘦就

瘦，要健康就健康：把飲食金字塔倒
過來吃，就對了！」、 「救命聖經‧
葛森療法＋葛森奇蹟DVD」、 「蘋果
膠生食療法：斷糖．整腸．排毒．防
癌」、 「神奇的荷爾蒙力：打造妳不
胖不累不老的青春體質」、陳月卿
「吃對全食物(上下)」和 「KIMIKO＇

S小角度美型關鍵」等。

食譜: 「麵
包機新手的第
一本書：Car-
ol50 道 健 康 無
添加的不失敗
麵包機食譜」
、矽谷美味人
妻一鍋幸福煮
」和 「和 MA-
SA 一起吃幸福
便當: 最適合料
理新手の106道
不失敗完美比例便當菜」

生活居家心靈: 「德國流 「物質減
法，心靈加法」整理術」、 「當爸媽
過了65歲：你一定要知道的醫療、長
照、財務、法律知識」和 「凝視死亡
：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等書。

童書: 米米系列采風特別推薦，
書籍附中英雙語 CD，非常適合在美
國的華人幼兒閱讀 – 米米說不、米
米遇見書、米米玩收拾、米米小跟班
，Boo Boo 的中文兒歌第一輯(兒童
版) 和國語日報節日繪本。

II.暢銷新書以采風金卡會員優惠
推出 – 超級划算的好價錢買到新書!

暢銷新書都將以采風書坊金卡會
員平日享有的優惠價推出，就是網路

書店價又減 10%OFF，特價書更低至
60%OFF。

采風會員提供二手書特賣會
這次書展將有采風會員提供的二

手書，以最划算的價錢買到好書，這
些二手書很多都是采風會員喜愛的書
，這些書的書況良好，許多近乎全新
，而且價錢超低價優惠，還有許多平
時市面上已經買不到的珍藏好書，一
定要把握這個尋寶挖寶的機會!

會員賣書辦法:
書籍交貨時間:

• 2016年1月22日 (星期五)整天至 1
月23日早上9點至12點間點間將您要
賣的書帶至二手書展會場 (3731 Briar-
park Drive, Ste 150, Houston, TX
77042)，23日中午12點以後將不再收
二手書。

書籍提取時間: 1月23日下午5點
以前請至現場清算您當天所得和領回
沒有賣出的書，如果無法至現場領回
， 請預付$10 運費，我們將用 FedEx
幫您寄回去；活動結束未領回或無付
寄回運費的書采風將全權處理。

買賣辦法:
• 每人限帶 30 本書以內，來到現場
前請先準備好書籍清單 (書籍ISBN、
書名、售價及個人資料: 姓名、電話
、地址、Email)
• 限繁體、簡體中文書籍
• 自己決定每本書的售價:
• 所得拿現金: 書友拿 60%，主辦單
位拿40%
• ；或所得拿采風書坊網路書店購書
劵: 書友拿70%，主辦單位拿30%
• 現場將提供位置放您要賣的書，並

提供標籤給您標價錢。
以下商品不代售:

a. 漫畫、雜誌、過期占星命理書籍、
影音商品、不成套的套書和系列書。
b. 無定價、無出版日期、無 ISBN 碼
之書籍。
c. 蓋有租書店章或政府機關學校圖書
館藏章之書籍。
d. 書況不佳之書籍: 贈書、缺書封、
缺書衣、缺內頁、裝訂脫落、印刷及
裁切瑕疵、有書釘、水漬、殘破者、
污損、塗鴉、膠貼、蟲穢、異味之圖
書
e. 已無法再使用的各類練習簿、測驗
簿、或缺少附件即無法再使用之書籍
。
f. 采風書坊保留其他特定二手商品不
代售之權利。

采風書友二手書買賣活動和暢銷書特價書展采風書友二手書買賣活動和暢銷書特價書展
今還有一天今還有一天，，買暢銷書及二手書買暢銷書及二手書，，歡迎來掘寶歡迎來掘寶！！

恒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與恒豐銀行全體董事及各部門經理百余人合影恒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與恒豐銀行全體董事及各部門經理百余人合影。。

（本報訊）日前,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帶領恆豐銀行
全體董事及各部門經理百余人,在拉斯維加斯COSMOPOLITAN
酒店的會議中心,召開2016年之首次董事會議及各部門經理會議,
這是恆豐銀行連續第六年在拉斯維加斯舉辦年度首次董事會及經
理會議。

2014年, 一些經濟學家警告稱, 隨著油價的下滑, 德州可能從
2015年陷入經濟衰退。 時至今日,油價已創下六年來新低,油價的
變動對德州的經濟帶來一些影響,能源企業紛紛開始裁員,但是由
於近三十年來,德州的教育及醫療保健產業的發展,所增加的就業
人數高於能源業的裁員人數,所以,在這場油價變動的風暴中,德州
目前處於安穩狀態。
在會議中,董事長吳文龍先生就目前德州的經濟及市場狀況進行
分析,上世紀八十年代,油價下跌,造成經濟一同隕落,德州的失業率
猛降,當時,很多當地的銀行倒閉,房價下跌,很多人棄房搬離德州
。 但三十年後的今天,德州的經濟已經多元化發展,已不再完全依
賴於石油行業,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油價的波動,對德州的影響小
於從前。 同時,吳董事長帶領董事及經理們回顧自2007年底開始,
過去九年恆豐銀行成長的過程,資料表明,無論外界經濟狀況如何,
恆豐銀行一直處於優良運營及健康成長狀態。

吳董事長表
示, 對 於 銀 行 業
來講，2016 年將
是一個具有挑戰
性的年度,我們將
密切注意市場的
變化,並將不斷調
整經營策略以適
應市場變數需求
。 同 時, 恆 豐 銀
行現有總資產近
十二億,已開始進
入大銀行的方向
經營,我們將更加
豐富我們的產品及服務，在網路時代的今天,我們將提升我們網
路銀行的服務品質,以便能更好的服務於現有客戶群的同時將以
更便捷,更快速的服務吸引及擴大客戶群,以期成為客戶最為滿意
之銀行。

恆豐銀行除總行外在休士頓有四家分行,達拉斯有七家分行,

內華達州有三家分行,總計十五個營業網點,擁有超過二百人的專
業員工團隊,主要經營存貸業務,我們的宗旨是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於社會大眾,並盡一切力量大力支持社區服務,已盡社區銀行應盡
之社會責任。 有關銀行相關資料可登陸www.afnb.com查詢或致
電713-596-2888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0162016年年首次首次董事及經理會議董事及經理會議

圖文：秦鴻鈞
「鳳城海鮮酒家」為了迎接

金猴年的年臨，將餐館門外佔地
七萬多呎的停車場，全部翻新，
整建。煥然一新。該餐館在晚上
時將LED 燈點上，耀眼一片，像
足球場那麼亮。該餐廳內部幾間
宴客廳也都全部換新地毯，使該
餐廳呈現新貌。

「鳳城海鮮酒家」迎猴年 「超
級咸宴」，將於今年二月十七日
隆重登場，現正火熱訂座中。















采風書坊現場采風書坊現場



金碗#1系列：春卷皮、雲吞皮 特脆，易包，
適合大小餐館使用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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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ntonfood.com 832-366-1280

全新系列
NEW ARRIVAL

金碗#1系列：
春卷皮: 7'' X 7'' 6'' X 6''
雲吞皮: 4'' X 4''

Scan to view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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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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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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CC22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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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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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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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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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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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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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
治治治
主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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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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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realtywen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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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聯系電話：832-992-3132

肖邦國際藝術中心 吳曉萍鋼琴教室
現招收五名鋼琴學生

招生要求如下： 5歲至7歲，家長重視學習鋼琴，
每天能督促孩子保證1小時練琴。

吳曉萍：肖邦國際藝術中心音樂總監，中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美國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音樂總監，中國艾利思國際藝術培訓學校校長，美南
國際鋼琴大賽發起人總策劃評委，全球青少年藝術大賽國際賽區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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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糖吃外賣店出售，生意五到六萬，開價十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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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1月23日 Saturday, January. 23, 2016 星期六 2016年1月23日 Saturday, January.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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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區, 近中國城，兩層樓公寓，三房，三浴，全新裝修，新花崗石檯面，有蓋車棚鄰接後院。投資良機，
僅售 $88,000。

2. 百利大道商場，一樓店鋪，二樓三樓住家，共五千呎，僅售 $392,000.
3. 百利學區，土地售 $289,000. 可按照客戶要求興建4300呎洋房，僅售 $895,000. 附近多漂亮大新屋。
4. 西北區, 兩層樓高級大洋房,。寬敞明亮，4361呎，五房，四套半浴室。三車庫，主浴室有按摩浴缸，

後院有遊泳池，美麗湖景。僅售 $549,900
5. 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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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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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462號與288 號公路，Rosharon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5,000.
8. 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呎
9.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呎，每呎租$0.54，可立即搬入。

（本報訊）105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回臺升讀五年制專科學校及升讀高級中等學校、國
民中學，將於2016年2月11日至3月10日開始申請，相關簡章、表格及規定，請至中華民
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頁(http://depart.moe.edu.tw/ed2005/) 「電子佈告欄」項下下載
使用。

有意申請者，請備齊相關文件於期限內寄(送)達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辦理(逾期恕不受理)。詳情請電：713-789-4995分機113

105105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回臺升讀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回臺升讀
五年制專科學校及升讀高級中等學校五年制專科學校及升讀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國民中學

慈濟歲末感恩祈福會慈濟歲末感恩祈福會
(本報訊) 慈濟

基金會於 2016 年 1
月 30 日下午三時
至五時在靜思堂舉
行歲末感恩祈福會
，歡迎會眾於下午
2:45 開始入場共聚
善念，祈求平安。

敬請廣為佈達
，並蒞臨指導。會
後備有簡餐招待。

 











休斯頓華人石油協會於今年一月十六日晚在
珍寶樓舉行年會及會長交接儀式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斯頓華人石油協會
於今年一月十六日晚在香港城珍寶樓舉行
年會並且順利完成了新一屆的執行委員會
的選舉和會長交接儀式。會上，2015年協
會會長馬龍博士對於過去一年的工作進行
了概括、總結，並著重介紹了幾個大型活
動，比如春季的燒烤會，五月的OTC招待
會，每季度的午餐學習會，夏季的職業論
壇，以及秋季的石油石化技術交流及研討
會等活動。馬龍博士贊揚並感謝了所有執
行委員的努力和團隊精神，對新一屆領導

班子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隨後進行了2016年執行委員會及領導

班子（會長、副會長、和秘書長）的選舉
。先由所有參選人員簡單地進行了自我介
紹，接著進行投票選舉。新一屆的執行委
員名單如下。

Eddy Lee 李怡德
Jeff Chen 陳家傑
Mark Chang 張世曉
Joan Wu 吳 瓊
Tracy Pan 潘翠屏

Shengkai Duan 段勝楷
Chia-Hao Ko葛家豪
Hong Jin金 虹
Yining Li 李一寧
Po C. Tai 戴柏青
Li-Fan Yue 俞立凡
Meisong Yan 嚴梅松
Zhenzhen Dong 董珍珍
Chang Wang 汪 昌
Yan Dong 董 彥
Jing Xiang 向靜
Yaping Zhu 朱亞平
Ellen Xiao-xia Xu 許曉霞
Sean Yang 楊曉卓
Mei Yang 楊 梅

Chang Li 張 立
Jianxiong Chen 陳劍雄
Kim Shih 施名剛
Yi Y Chen 陳一
Xinfa Zhu 朱新發
Miao Wang 王淼
Kuochen Tsai 蔡國楨
Yongjun Chen陳勇軍
Qi Zhang張琦
選舉過後，2016年協會會長

李怡德博士代表新一屆領導班子
發言。李怡德博士希望大家能團
結起來，共度石油行業的低谷，
並且希望猴年會給大家帶來好運
。

兩屆會長進行了正式的交接
儀式。由馬龍博士向李怡德博士轉交了由
歷任會長保存的字畫和信物，以示薪火相
傳，不忘前輩們的努力和石油協會一貫的
宗旨，繼續為兩岸三地的石油行業和石油
人合作交流服務。

出席本次年會的嘉賓包括駐休斯頓台

北經文處副處長齊永強、科技組游慧光組
長、駐休斯頓中領館科技組參贊陳宏生等
政商界名流。

年會中大家還進行了抽獎活動以及關
於職場軟技能的有獎問答。在此次活動中
成立了協會的第一個讀書俱樂部，並且有
許多會員贏得了一年的免費會員服務。

會長交接儀式上，馬龍將瓷瓶、書畫等鎮會之寶交
到新會長李怡德手中(記者黃麗珊攝)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新任會長李怡德、副會長陳家杰、財務
長張世曉、公關汪昌、金虹博士、潘翠屏、戴柏青博士等
理事們就職合影(記者黃麗珊攝)

Tzu Chi New Year Blessing Ceremony
慈濟歲末祝福感恩會

Love Transcends
Space and Time
大愛之道廣披寰宇長情之路古往今來

日期/Date: 1/30/2016 
時間/Time: 3:00pm - 5:00pm
入場/Doors open: 2:45pm
地點/Location： 6200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佛教慈濟基金會 － 德州分會

www.tzuchi.us  ~713-270-9988

[ New Year Blessing Ceremony  歲末祝福感恩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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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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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 中國城豪宅新屋，16年專業土地、公寓、商業地產、
管理及趕房客法庭翻譯經驗。新移民的老朋友

張 芸

1. Katy四房一廳兩層樓房，6022 Gatewood Manor Dr.，明亮寬敞，七湖高中
2. Katy吉屋出租，4/5房兩浴兩車庫，Barker Cypress，近十號公路，月租$1,595
3. 吉地出售，1.36 acres英畝, 近休斯敦近中國城/百利大道，可民用或商業建築，無限制
4. 3房一廳一層新屋，Katy高中，近Hwy99/I-10，僅$221,240
5. 投資良機，3房2浴2車庫，Katy高中，近2,000尺，$198,000

（832）757-8866
24小時

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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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福
遍
精
選

1. Telfair，約4380 Sqft，地大，4房3.5衛，客廳木板地，Shutters，涼亭，售66萬9千元
2.Clements高中，約2321呎，4房，2衛，新漆，合成地板，Granite枱面，漂亮吉屋，售30萬
3.Clements高中，約2633呎，4房2衛，Granite枱面，木地板，售27萬9千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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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d with one Week
Sold with one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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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 10與6號，約2610呎，新漆，新地毯，新屋頂，售21萬6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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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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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reatwood/福遍區：一層樓，4房，新漆，好房，約2265呎，售25萬

SoldSold

星期六 2016年1月23日 Saturday, January. 23, 2016 星期六 2016年1月23日 Saturday, January. 23, 2016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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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女神歸來

宇多田光退隱6年後將回歸

克魯尼談奧斯卡“種族歧視”
現在的方向就不對

韓女星陪睡名單價碼被曝
不慎懷孕墮胎費另算

第88屆奧斯卡提名名單公布，但

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

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四大類獎項中的

20個獎項的入圍者全為白人演員。自

第87屆奧斯卡開始，這已經是連續第

二年出現此種狀況。在“種族歧視”

依然敏感的美國，這樣的選擇不管有

心還是無意，都引發了巨大討論與關

註。

黑人導演斯派克· 李已經公開抵制

奧斯卡，發文稱：“連續兩年，40個白

人演員，壹點有色人種都沒有。難道我

們不會演戲嘛？！WTF！！”威爾· 史

密斯的妻子賈達· 萍克· 史密斯也連發推

特表示憤慨與心寒，“在奧斯卡上妳總

能看到黑人頒獎者和表演嘉賓，但是我

們的藝術成就卻很少被認可。”而美國

電 影 學 院 方 面 ， 學 院 主 席 Cheryl

Boone Isaacs發表聲明，首先從她個人

的角度說道：“我對於今年的提名如此

單壹而感到難過和沮喪。”

而好萊塢壹線男星喬治· 克魯尼在

接受《綜藝》采訪時，直截了當地表

達了他對此事的看法：“十年前學院

的工作反而做得更好……現在的方向

就不對。”

喬治· 克魯尼表示：“十年前，學

院的工作反而做得更好，那時有更多

的非洲裔電影人獲得了提名。我的論

點是，問題不在於最終選擇了誰，而

是電影，特別是那些有品質的電影，

給了少數族裔多少選擇。”

除了種族問題，克魯尼還提到了

好萊塢業內的性別歧視問題。“我認

為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有很多。令我

驚訝的是，1930年代的好萊塢中，大

多電影的主角都是女性。但現如今，

如果壹位女性年過四十就基本上很難

擔綱主演電影了。我們也看到了壹些

行動。詹妮弗· 勞倫斯以及帕特麗夏·

阿奎特就男女薪酬待遇不公大聲疾呼

讓我們不得不去關註這個問題。但是

我們早在這之前就應該關註這些問題

了。我認為非洲裔電影人的訴求很合

理，因為電影行業並未能很好地為他

們發聲，這是毫無疑問的。”

克魯尼從個人觀點提出了他所認

為的第88屆奧斯卡獎項的提名遺珠：

“我們也回過頭看看過去的提名者。

大概2004年的時候還是有黑人提名者

入圍的，比如唐· 錢德爾、摩根· 弗裏

曼。但突然間，妳會感覺到我們已經

在朝著另壹個錯誤的方向前進。顯然

有壹些電影被拒之提名門外。今年就

有四部這樣的電影：《奎迪》本來能

夠獲得提名的；《腦震蕩》的男主角

威爾· 史密斯也本該獲得提名；伊德瑞

斯· 艾爾巴本應憑借《無境之獸》獲得

提名；《沖出康普頓》也應該能獲得

提名。至於去年則應該是《塞爾瑪遊

行》的導演阿娃· 杜威內——她沒能獲

得提名簡直荒謬。”

最後，克魯尼表示：“說真的，

本來還應有更多的機會。應該有20、

30甚至40部有品質的電影來供奧斯卡

選擇。另外，我們現在還是只討論到

非洲裔美國人，對拉美裔美國人來說

狀況更糟糕。我們需要做得更好，我

們過去還做得挺好。”

日本歌姬宇多田光 2010 年宣布無

限期停止演唱活動，當時令歌迷相當

不舍，日前傳出她正在錄制全新專輯

，預計 2016 年春季重返舞臺，卻立刻

被她的父親宇多田照實否認，但她 20

日突然在推特宣布將回歸歌壇，立刻

引起關註。

宇多田光 20 日在推特寫下：“4

月 4 日在 NHK 首播的晨間日劇《當

家姐姐》(暫譯)主題曲，現在由我來

制作，現在正絞盡腦汁想著曲中剩

下的壹句歌詞中。”透露著自己將

要回歸歌壇，立刻讓許多等待許久

的粉絲相當激動。

宇多田光是第1次為NHK的戲劇寫

歌，所以讓許多粉絲格外期待。她2010

年宣布無限期停止演唱活動，離開日本

音樂界6年，專心當“普通人”，當時

離別的最後1首歌曝光後，讓許多粉絲

邊流淚邊聽，20日她自己承認將回歸歌

壇，立刻引起日本媒體關註。

韓國演藝圈潛規則層出不窮，日

前女團“TAHITI”成員智秀才自曝收

到淫媒簡訊，現又有記者在節目上驚

曝掌握壹份伴遊女星名單，當中不乏

知名女偶像，引起外界關註。

壹名韓國記者日前上談話節目

《聽見傳聞》爆料，從某企業家那拿

到壹份“伴遊女明星名單”，其中不

乏知名女偶像，且名字旁都會註明價

碼，讓妳壹目了然就能看到每個女星

的身價。

而她也爆料不少陪睡細節，不過

最令人震驚的是，名單中有附加事項

，就是“不慎懷孕對策”，裏面清楚

寫明若不小心女星懷孕，墮胎手術要

到國外進行，且手術費不包含在陪睡

價碼中，要另外支付，讓現場來賓聽

了都相當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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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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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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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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www.zencon.com

服務一定周到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價格絕對優惠
請聯絡 ELLEN CHI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Eldridge Pointe Office Condos

142 Eldridge Rd. S# B Sugar Land,TX 77478

貨貨 運運 報報 關關

˙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三

十

年

歷

史

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家

分

公

司

43
ZEN CONTINENTAL CO., INC.

全通船舶運輸公司

Luke Bai (白)
832-779-2838 (國語)
lukebai.kw@gmail.com

Kimberly Tran
832-930-2788 (越語)

kimberlytran.kw@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BUY SELL RENT 買賣 出租 投資 管理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保證最低利率，
歡迎查詢，專業快速！

Karen Tang
唐家怡Loan Officer

713-826-6518
O: 832-426-2727
NMLS#1294640
Karen@austinfirstmortgage.biz www.austinfirstmortgage.com

6918 Corporate Dr A13 Houston TX 77036

本公司代理二十多家銀行貸款。

Commercial Loan FHA Loan
Constrional Loan VA Loan

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
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

自住投資等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Festival To Be
Held At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ton

Earthquake Scaled 6.4 Hits Northwest China’s Qinghai Province: CENC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804/20160121/

earthquake-measuring-6-4-hits-northwest-china-s-qinghai-province.htm

IS Allegedly Hacks Tsinghua University Website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801/20160121/
allegedly-hacks-tsinghua-university-website.htm

Guizhou Added to New York Times’'Places to Go' List for 2016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380/20160116/

guizhou-added-the-new-york-times-places-to-go-list-2016.htm

Chinese Top World in Optimism Surve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787/20160121/chinese-top-world-optimism-survey.htm

Xi: Trust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 peoples are unbreakable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6xivisitmiddleeast/2016-01/21/content_

23189908.htm

Strong cold wave to sweep China as warning issued across country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1/21/content_23184763.htm

Reports are out that China is getting ready to submit
a proposal to host the 2023 AFC Asian Cup, the re-
gion's most prestigious association football champion-
ship, as the country also seeks to host the FIFA
World Cup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Manila Bulletin, a high-ranking Chi-
nese sports official disclosed the nation's plan to be a
rightful venue to accommodate such world-class
sports events and that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
tion is soliciting input for a possible application to

host the tournament (Asian Cup)".
Basic requirements for hosting the Asi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 championship, the second oldest foot-
ball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after Copa America, are
the following: at least have six cities and eight stadi-
ums to accommodate a
total of 51 fixtures in a
month-long tournament,
must have an internation-
al airport, and must have
at least 10 five-star hotels
within the vicinity of the
host stadiums that could
accommodate all the par-
ticipants, including play-
ers, coaches, and trainers.
No less than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a
well-known football enthusiast, called on the coun-
try's football officials to step up in promoting the sport
and train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finally "hosting and winning a World Cup" in
the future.
DNA India noted that "Chinese football long suffered
from endemic corruption, with a history of match-rig-
ging and bribery, but authorities have sought to clean
up the game in recent years".

Just last year, China football clubs have started to
spend heavily in recruiting and signing world-class
players to join and represent them in domestic and
continental competitions, which is also a part of the
country's strategy in promoting the sport.
China last hosted the Asian Cup in 2004, when it lost
to Japan in the final, 1-3.
The AFC Asian Cup is held every four years with the
most previous one in 2015 hosted by Australia. The
2019 edition is set to be hosted by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The AFC Asian Cup is 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otball tournament run by the Asian Football Confed-
eration (AFC). It is the second oldest continental foot-
ball championship in the world afterCopa América.
The winning team becomes the champion of Asia
and automatically qualifies for theFIFA Confedera-
tions Cup.
The Asian Cup was held once every four years from
the 1956 edition in Hong Kong until the 2004
tournament in Mainland China. However, since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and the European Football
Championship were also scheduled in the same year
as the Asian Cup, the AFC decided to move their
championship to a less crowded cycle. After 2004,

the
tournament
was next held
in2007 when it
was co-hosted
by four
nations: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and Vietnam. Thereafter, it has been held
every four years.
The Asian Cup has generally been domina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top teams. Initially successful teams
included South Korea and Iran. Since 1984, Japan
and Saudi Arabia have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teams, winning 7 of the previous 8 finals. Other
teams which have achieved success at times include
Iraq, Israel and Kuwait.
Australia joined the Asian confederation in 2007 and
hosted the Asian Cup finals in 2015.[1] The2019
tournament will be expanded from 16 teams to 24
teams, with the qualifying process doubling as part of
the qualification for the 2018 FIFA World Cup.[2][3]
The tournament will be hosted by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Courtes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AFC_Asian_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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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eeking To Host
The 2023 AFC Asian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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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exas) The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bration (operating under The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Inc.,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ll take place on Sat-
urday February 13, 2016, at the Reflection Pond at Houston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ton from 10 AM – 5PM.
This year's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ww.texaslunarfest.net, marks
the second time the multi-cultural event is being held in the
downtown Houston area, having been held last year at Dis-
covery Green Park
Southern News Group, located in southwest Houston, is the
founding organization of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Southern News Group is a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 includes publication of daily Chinese
newspapers with editions in major U.S. cities, a daily online
newspaper edition, a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yellow pages,
printing services and a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event complex, Southern News Group is now the largest
Asian media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year Southern News will team up with more than 100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from the many communities of
Houston, offering a series of displays, food booths,
entertainment, acrobats, lion dancers, world-class Shaolin
Temple Wushu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and games and
door prizes for all ages. Activities are selected to compliment
this great and exciting celebration with lively entertainment
for the entire family.
Last year's
celebration drew
over 20,000
attendees. The year
of 2016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Year
of Monkey.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bration is the
largest celebration
of the Asian New
Year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It is a
one-of-a-kind family
oriented event that
attracts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from every ethnic
group.
Since 1979,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not only
built the largest

Asian media complex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but has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broader
community of southwest Houston with programs
that respond to the growing ethnic diversity of this
unique section of one of America's fastest growing
cities. We have initiated and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many community projects, programs and
events that include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the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s, the
Texas African Summit, the ITC Education Institute
and have aired many more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business-related television programs on our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ITV International 55.5, as well as
having hosted over 20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ed meetings and events at our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he promoters of this year's event are Southern

News Group,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Inc.,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USA Printing, ITV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55.5, International Press
Club,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and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exa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at 281-983-8154
or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 Chen at
281-983-8160 or
angela@scdaily.com.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281-498-4310 Fax
281-498-2728
Website: WWW.texaslunarfest.net
The Texas Lunar Festival is a product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www.scdaily.com), Houston, TX.

Houston Mayor Annise
Parker (right) is join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CEO
Wea Lee in front of last
year's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poster at the
event's kick-off party.

Houston's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

Houston’s City Hall Reflection Pond

The 2015 Asian Cup final between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Photo : Getty Images) The Asian Cup

《惡人報喜》終極預告
惡人終極互撕爆笑來襲
由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和寰宇

娛樂有限公司等出品，香港著名

喜劇導演谷德昭執導，吳鎮宇、

江疏影、鄭中基等主演的賀歲喜

劇《惡人報喜》已經定檔於2016

年1月23日上映。近日，片方發

布了終極預告片和終極海報，吳

鎮宇和鄭中基兩大惡人上演終極

互撕，各種無厘頭惡搞橋段，笑

點密集。作為壹部傳統的賀歲喜

劇，《惡人報喜》堪稱是今年賀

歲檔必看電影，為觀眾帶來契合

賀歲時節的喜慶歡樂。

本次曝光的《惡人報喜》終極

預告時長九十秒，預告片主題就是

吳鎮宇飾演的惡霸狗販查理和鄭中

基飾演的土豪村長阿炳上演針鋒相

對的互撕大戰。兩個惡人角色性格

的刻畫都非常鮮明，比如開場阿炳

便來了壹段拜金高論：“什麽東西

都是有價的，只要價錢給對了，沒

什麽事情是做不到的！”讓觀眾對

角色形象有了準確把握。吳鎮宇的

出場更富有戲劇性，戴著頭巾和墨

鏡的狗販，用假裝殘障來扮弱勢群

體，騙取他人同情人，從中牟利，

甚至還教育出壹個徒弟，把騙子手

法全數傳授，爆笑之余，那句“我

這輩子沒做過好人，第壹次做好人

就被人騙！”著實讓人感觸頗深。

江疏影的出場非常驚艷，直

接腳踹廁所，從淑女秒變搗蛋女

神，不過女神形象的江疏影壹出

現，便把查理和阿炳深深迷住。

兩大惡人為了贏取女神歡心，開

始上演雄性亂鬥，自由搏擊壹般

在地上滾打成壹團，還有手捅菊

花這樣的限制級戲份，無厘頭元

素滿格，讓人期待不已。

與終極預告壹起發布的終極

海報分為橫豎兩款，整體風格就

是金閃閃紅亮亮，非常喜慶，完

美契合了本片賀歲喜劇的定位。

在橫版終極海報中，三大主演吳

鎮宇、江疏影、鄭中基做出各種

“惡人”表情，吳鎮宇拿著小金

錘，鄭中基則手持棒球棒，江疏

影則舉著拳頭，後方背景則是導

演谷德昭還有幾位配角的形象，

遠遠看著主演亂鬥，趣味十足。

豎版海報則突出了“三惡人的關

系”，江疏影捏著吳鎮宇和鄭中

基的耳朵，而吳和鄭也是“怒目

相向”，讓人忍俊不禁。

從片方發布的物料來看，本片

具有濃濃的“賀歲”風，歡鬧、無

厘頭、溫情、惡搞等元素應有盡有，

在賀歲檔這個競爭激烈的檔期，

相信《惡人報喜》壹定可以憑借精

準的定位、精良的制作、人氣的演

員、密集的笑點，註定將成為本年

賀歲檔最有觀眾緣的賀歲喜劇。

《惡人報喜》由銀都機構有

限公司和寰宇娛樂有限公司出品，

北京劇魔影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廣州長

長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浙江觀鍳

影業有限公司、奧飛影業（香港）

有限公司、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寰宇縱橫世

紀電影發行（北京）有限公司、

珠江影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即將於2016年1月23日全國

上映。

《大唐玄奘》定檔春節
高興飾“最美王後”
由黃曉明、湯鎮業、連凱、高興等實力

派演員傾力主演的傳奇巨制《大唐玄奘》將

於2月8日在全國各大院線上映，與熒屏經典

《西遊記》系列不同，《大唐玄奘》更為貼

近歷史，真實地描述了玄奘法師從長安到印

度取得真經的故事，因此，影片中沒有了法

力無邊的孫悟空，也沒有了環肥燕瘦的女妖

精，有的，只是漫漫取經途中的艱難困苦。

在這部以男人為主色調的電影中，冷艷無雙

的高昌國王後高興，也就順勢成為了影片中

壹道最美的風景線。

西行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高昌國，位於今新疆吐魯番東45公裏處

火焰山南麓山頭溝河三角洲，是唐玄奘西行

之旅必經之地。在電影《大唐玄奘》中，高

昌國王由香港著名演員連凱飾演，玄奘和尚

到來之後，國王和王後好生招待於他，卻引

出了高昌國內壹連串的事件，壹出出精彩大

戲也就此展開。為了尊重歷史，劇組給演員

提供的服裝都極具西域色彩，飾演王後的演

員高興本就形貌俱佳，搭配上戲裝後，更是

將高昌國王後詮釋得雍容高貴、冷艷無雙。

時過境遷，當時的玄奘大和尚看到如此美麗

的王後時，內心怎樣活動我們不得而知，而

春節準備去看《大唐玄奘》的觀眾就大有眼

福了，正可謂：北國有佳人，壹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

表演有靈氣，角色受認可
演員高興，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憑借

著電視劇《神機妙算劉伯溫》中精彩的表演

走入了觀眾視野，並且在《生死連》、《香

山奇緣》、《愛要有妳才完美》等影視作品

中都有著出色的演繹，柳幺幺、妙銀等由高

興塑造的熒屏角色也給不少觀眾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出道至今，細數高興塑造的每壹個

熒屏角色，我們不難得出壹個結論：這個演

員，總是很小心地去詮釋每壹個人物，是的，

不是認真也不是用心，而是小心，因為她足

夠珍惜。曾經在她的微博上看到這樣壹句話：

“努力不是升調，只是基調，在努力地基礎

上再去努力，才能看到壹絲曙光。”過於認

真可能會顯得生硬刻板，但高興飾演的角色

從不失靈氣，而且每壹個角色都能得到劇組

的認可，這點尤為可貴，因為並不是每個劇

組都只會單壹地認可努力，靈氣才是演員這

個行當最不能缺少的要素之壹。據悉，高興

即將動身前往深圳，加盟劇組《左右溫暖右

手》，著實令人期待。

《
猿
創
世
界
》
看
片
口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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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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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良
心
制
作

《猿創世

界之熊孩子部

落》首映，眾

多觀眾朋友在

現場提前感受

了3D動漫電影

的魅力。觀影

過後，不少走

出影廳的媒體

記者表示，《猿

創世界》是賀歲

檔最適合全家

壹起觀看的動

畫電影。

據悉，電

影將在 1 月 23

日全國院線公

開上映，屆時，

家長可帶孩子

感受電影的魅

力，在孩子感

受新鮮的同時，

家長可以壹同

回憶童年。開

創合家歡動畫

電影模式據了

解，影片主要講述的是壹個叫小猿

的小男孩，利用智慧和團隊的力

量，克服種種困難，幫助小女孩鈴

鐺找到遠赴森林深處捕獵的爸爸，

對於該片，不少觀眾表示《猿創世

界》能令人投入地去享受壹個故

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橋段不少：

“只要團結壹致，奇跡就會發生”。

除了精彩有趣的故事，《猿創世界》

也因種種笑點讓影院成了歡樂的海

洋。影片對於勇氣、探索的解讀輕

松寫意，傳達出的“父母需與孩子

攜手成長”的價值觀也備受認同，

影片被認為是國產動漫的良心之作，

參與觀影的院線人士也表示將在排

片上予以支持。

真3D“親子”卡通未映先火據

出品方介紹，這是福建的首部3D動

漫電影，影片從籌備到制作完成歷

時兩年，公映前，它已經在福州舉

行的第二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

上，獲評最佳動畫電影，還榮獲

“金絲路”傳媒榮譽單元最佳動畫

電影提名獎。本次看片會，將父母

帶孩子、全家老少齊出動享受提前

觀影的樂趣成為新時尚。作為粉絲

覆蓋兒童到白領的“全年齡”動畫

品牌，舉家觀看《猿創世界》將成

為2016春節最重要的“親子”活動

之壹，為滿足影迷需求影片預售活

動也在積極籌備之中，將覆蓋淘

寶、搜狗、酷狗等平臺。

總的來說，《猿創世界》是壹部

關乎成長的電影，兒童能在裏面看

到現在的軌跡，大人則由此重返童

真時代，在那個距今遙遠的部落

中，共同學會勇敢和擔當，學會互

助與協作，雖然古往今來，人類的

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

勵誌的正能量卻永遠不會與生活脫

節，這也是《猿創世界》最寶貴的

價值所在。這部影片提倡的“向

上、向善”的理念，“向上，讓孩

子們積極進取，學會勇敢和擔當；

向善，讓孩子們明辨是非，學會互

助與協作。我們希望借助電影的形

式將這種理念傳承下去，讓積極進

取與敢於擔當的理念從小根植於孩

子們心中。”出品方介紹道。

據悉，《猿創世界》在北京耀

萊成龍國際影城提前試映，精美畫

面和音樂大受好評，故事也呈現得

純凈、美好,被贊”只要團結壹致，

奇跡就會發生“。滿足了人們對

“勵誌的熊孩子”的各種想象。

經典勵誌童話滿足各種“想象”

《猿創世界》以勵誌、溫情為主

基調，故事背景為20萬年前的原

始部落，講述了石器時代的原始

人類在冒險中找回勇氣和愛的故

事。影片有奇妙的森林，美麗的

風景，神秘的動物，珍稀的植物，

同時也有兇猛的野獸，以及光怪

陸離的奇怪事件，再加上近身感

極強的3D環境營造，能令觀眾恍

若置身於石器時代的大森林，迎

來壹場腦洞大開的原始社會旅行，

也是人生的壹次美妙經歷，總體

而言,故事講得純凈、美好,滿足了

人們對童話的各種想象。

奇幻畫面和好音樂獲贊 《猿

創世界》的故事發生在20萬年前，

那正屬於歷史上的舊石器時代，

人們群居、狩獵，互助生存，因

為那個時代到處是洪水猛獸，極

其兇險，不過，這麽兇險的故事，

也給了那個時代的小朋友們足夠的

冒險機會，這裏面就包括總是闖禍

的小男孩小猿，整部故事也是圍繞

他的成長而展開，有他帶小夥伴們

幫助叮當尋回爸爸的感激，也有這

壹路尋找自己學會分享的美好。電

影被點贊最多的還有奇幻的畫面和

影片配樂,而且《猿創世界》從技

術而言實力超前，影片由福建首屈

壹指的神畫時代出品，這是壹個擁

有超過四百名員工的多元化、多領

域的文化產業集團。戲中戲部分的

繪本風立體定格動畫尤其有質感，

片中出現奇妙的森林、神秘的動物

等場景，均美得像畫壹樣。古靈精

怪的男主角小猿，活潑可愛的女主

角鈴鐺，以及胖胖的石頭、瘦瘦的

芋頭，還有萌爆了的寵物大可，就

像卡通玩偶壹樣,讓人很想捏壹把,

另外,影片中大量運用了西洋弦樂

的配置，讓聲音的層次表現得活潑

而豐富，有觀眾表示,當音樂響起

的瞬間,自己的眼淚也跟著噴湧而

出。據了解, 《猿創世界之熊孩子

部落》將於1月23日全國公映，是

壹部精彩的原創3D動畫，影片於

2015年入選“原動力”中國原創動

漫出版扶持計劃的項目，並入圍第

二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金絲

路”傳媒榮譽單元最佳動畫電影

獎，在電影節期間展映後，收獲好

評如潮，如今即將與全國的大小觀

眾見面，必將引發新壹輪合家歡

的觀影熱潮。

終極預告片露出終極互撕
兩惡霸為女神近身搏鬥

金閃閃終極預告賀歲誠意
眾惡人“喜”勢洶洶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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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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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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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收Credit Card

SaraLee老師傳授

最 Smart的塑身秘訣！

脂肪燃燒療法

最少讓您輕盈 10 磅～20 磅

SaraLee小姐本身就是最佳的廣告

SaraLee國際美容學院




青春嬌嫩，倍添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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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膚”方法五花八門，錯誤選擇，
“美容”變“毀容”例子滿目皆是。

“SaraLee肌膚再生法”在過去的十多

年當中，以精湛安全技術，配合醫學界

皮膚科專家的指導，已為無數顧客換回
一張張白嫩的面容，更深受名媛淑女及
演藝界朋友的喜愛

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

黑斑、雀斑、肝斑、壽斑，立即淡化白凈

黑頭、酒米、粉刺、暗瘡，立即平滑乾凈

乾紋、皺紋、笑紋、死皮，立即回復青春

毛孔粗大、粗糙、暗晦，立即光滑細緻

只需壹個療程
最少可令您的皮膚
有80%以上的
問題消失

標誌信心

新新
世世紀紀美美容容技技藝藝大大突突破破

SaraLee讓您美夢成真

最新推出最新推出

王朝商場二樓(DYNASTY PLAZA
熱線電話：713-995-0199
I.C.K,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216A
Houston, Texas 77036

誰不想擁有一張白嫩白嫩的面容面容
誰不想擁有一副健美健美的身材身材

歡迎垂詢 無論做臉或減肥
都需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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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妈妈的生日礼物
（儿童文学网）猪妈妈有三个孩子，大

壮、二壮和小妹。三个孩子都乖巧懂事。

明天就是猪妈妈的生日，妈妈每天

都那么辛勤地工作，操持家务，三个孩

子都要送给妈妈不同寻常的生日礼物。

小妹问大壮：“哥哥，你想好送什么

了吗？”

大壮一拍胸脯：“早就想好了。”

“那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哎！这个得保密，不过肯定和你们

的不一样，妈妈肯定惊喜。”

小妹又去问二壮，二壮说他的生日

礼物妈妈才会惊喜呢，他也不告诉小妹

送什么礼物给妈妈。

小妹犯愁了，大哥二哥那样胸有成

竹，礼物肯定不同寻常，可自己送什么

呢。

第二天，妈妈正常工作去了，兄妹

三个忙了起来。大壮把木材劈了一大

堆，这就是他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二

壮抢着洗了一堆脏衣服。只有小妹没有

动静。

晚上妈妈回来了，大壮二壮跑上

去。看到他们的生日礼物，猪妈妈高兴

得笑了。

一家人围坐在桌子上吃晚餐。饭也

吃完了，大壮问小妹：“小妹，你送妈妈

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呀?”

“对呀，对呀。”二壮喊道。

小妹笑了一下，跑回屋拿出一个小

纸盒，外面糊的花花绿绿，上面留着一

个小口。

“妈妈，这是我做的命运盒，摸两张

吧，就能知道您的将来好不好。”

猪妈妈伸进手，发现里面就两张卡

片，她也不知道女ǚ儿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于是摸出来一张。只见上面写着：

您会越活越年轻，越来越漂亮。

猪妈妈笑了。小妹继续对妈妈说：

“再摸一张吧，也许还有惊喜呢。

猪妈妈又摸出了第二张卡片，上面

写着：您的孩子都会很听话，而且从今

天起，您的女ǚ儿每天会把碗洗干净。

看完卡片，小妹收拾碗筷去厨房洗

碗了。大壮和二壮不好意思了，自己只

是因为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才这么做。

“妈妈，妈妈，我们也要像小妹那

样，不只是今天，以后每天我们都会这

么做。”大壮和二壮说。

猪妈妈叫来小妹，一把将兄妹三个

搂在怀里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

責任編輯：XX

借月光的小田鼠
（儿童文学网）

小蟋蟀多西是草丛里最有名的钢琴演奏

家。

他最喜欢在月光下弹琴了。

所以，只要没有月亮的时候，多西就不

想、也不愿意弹琴了。

小刺猬扎克最爱听多西的琴声了。

突然有一天，扎克感冒发烧了。

扎克的好朋友小田鼠阿吉去看他时才知

道，就留下来照看他。

扎克躺在床上对阿吉说：“我真的好想听

多西的琴声啊！”

阿吉扶着扎克走出洞外，可是，天上黑漆

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真糟糕！”扎克摇摇头说，“今天没有月

光，多西是不会弹琴的！”

阿吉扶着扎克在洞口坐下，然后对扎克

说：“别着急，我去请多西来！”

阿吉一路跑着来到多西住的一朵牵牛花

下，喘着粗气喊：“多西……请您给……给小

刺猬扎……扎克弹一会儿……琴吧！”

多西从牵牛花蕊里探出头来说：“真对不

起，看不到月光，我一点儿心情也没有，我不

弹啦！”

阿吉急得直转圈儿。

阿吉想到扎克生病难受的情形，心里很

伤心，就抬起头来，对着黑漆漆的天空喊：“月

亮啊，为了我的好朋友小刺猬扎克的病快点

儿好起来，你就借给我点儿月光吧，让多西给

扎克弹一会儿琴吧！求求你啦！”

阿吉的声音引来一群萤火虫儿，在阿吉

的身边飞舞着……

小蟋蟀多西被阿吉的话感动了，从牵牛

花蕊里探出头来一看，有那么多萤火虫儿在

飞舞！

就是这些星星点点的光亮，让多西产生

了马上要弹奏的感觉。

多西从牵牛花蕊里跳下来，对阿吉说：

“我现在又想弹琴了，我们赶快去扎克那里

吧！”

多西跟着阿吉，还有一群萤火虫儿一起

来到扎克的洞口，扎克正坐在洞外等着呢！

多西的琴声又清脆悠扬地响了起来，还

有一群萤火虫儿在扎克的眼前飞舞，扎克的

脸上开始露出了笑容。

小田鼠阿吉也站在小刺猬扎克的身后，

闭着眼睛欣赏着小蟋蟀多西的琴声……

范冰冰和李晨交往以來沒吵過架，她
還曾讚對方是她 「碰過脾氣最好的男生」
，不過之前網路流傳一段她被男方罵哭視
頻，讓范冰冰委屈落淚，對此，李晨日前
出席活動時，也還原當時罵人真相。

據陸媒報導，李晨被問到罵哭范冰冰
一事，他連忙解釋一切真的是為了 「節目

效果」，坦言在現實生活中完全不敢這樣
做，一心只想做個暖心男友，對女友相當
體貼和呵護，讓網友聽了也鬆了一口氣。

范冰冰和李晨戀情穩定，兩人每天都
有聊不完的話題，她也認定李晨是他的最
後一個男友，兩人甜蜜互動令人稱羨。

當眾罵哭范冰冰 李晨還原真相

中天6點線推出新節目《穿越康熙》，由原《康熙》助理主持陳漢典擔任主持人，將
《康熙》12年來的各類主題精彩再現，有 「卸妝單元」、 「大咖主持人來踢館」、 「音
癡特集」、 「小S與實力派歌手尬歌」等，每集搭配不同來賓陪觀眾回顧康熙的爆笑時刻
！下周一（25日）起晚間6點首播，第一集就推出話題度超高的 「卸妝單元」。

《康熙》經典卸妝人物，如斯容、王麗雅、王彩樺、GiGi跟彤彤等。來賓王彩樺爆
料有位女演員妝前妝後差很大，讓她無法忘懷，陳漢典再祭出 「康熙小本本」拱王彩樺
寫下名字，陳漢典跟沈玉琳搶過本子一探真相，讓沈玉琳驚訝大叫。

王彩樺也現場挑戰卸妝，證明自己對於卸妝毫不害怕，沈玉琳在看到王的素顏之後
，誇張稱讚 「好像林采緹！看到你彷彿有種戀愛的感覺！」中天《穿越康熙》每周一至
周五晚間6點，中天綜合台CH36播出。

看到王彩樺素顏 沈玉琳戀愛了

謝忻日前在 LINE 上
遇到一名自稱 「瓜哥」的
人，說有事要她幫忙，因
董至成曾被詐騙集團以胡
瓜名義借錢，差點被騙走
85萬，謝忻當下求證胡瓜
助理華安，華安說 「我們
在錄影」，她氣憤詐騙集
團境找上她，自認機智出
題防備。沒想到胡瓜 22
日錄東森《醫師好辣》時
，竟說： 「那個傳訊息的
人真的是我沒錯啊！她還
一直咒罵我。」謝忻聰明
反被聰明誤，讓胡瓜忍不
住順勢捉弄她一下。

他因為沒用 LINE 跟
謝忻聊過天，那天手機忽
然跳出新聯絡人謝忻，
「我禮貌性跟她打個招呼

，沒想到被她霹靂啪啦罵
一堆。」胡瓜啼笑皆非：
「我又沒有要騙她什麼，

也沒叫她匯款，她硬說我
是要騙點數，還說她要燒給我！」謝忻
回覆超嗆辣，竟說： 「你是胡瓜，那我
就是張小燕！」胡瓜與助理華安決定順
勢跟她玩了起來。

胡瓜回覆對話都特別小心，模仿到
很像是詐騙集團，但又沒有踩到騙錢底
線，謝忻果然掉入 「真胡瓜假詐騙」的
陷阱。

胡瓜邀謝忻看電影首映，故意把片
名《人生按個讚》說錯成 「人生下一站
」，謝忻當場笑翻，肯定他就是騙子，
她又求證丁柔安，丁柔安回覆 「不知道
瓜哥在哪」，她立刻在臉書提醒身旁親
友，連黃子佼都以為胡瓜身邊的人全被

詐騙集團盯上。
胡瓜不解： 「我到底騙她什麼？」

他一開始就表明身分，從頭到尾只是想
邀請她看《人生按個讚》的首映。假詐
騙事件隔天，他們一起到南投錄民視
《綜藝大集合》，胡瓜助理故意再傳訊
息給謝忻，謝忻見獵心喜大喊： 「詐騙
集團又來了！」

胡瓜後來才告訴她，根本沒有詐騙
集團這檔事，謝忻出糗後超懊惱，因為
她還在對話中嗆胡瓜 「去吃屎」，發現
是本尊後嚇到腿軟，很怕胡瓜生氣，但
胡瓜只笑著教她： 「小女生，態度不可
以這樣。」

謝忻把胡瓜當詐騙集團

林俊傑日前上TVBS《全球中
文音樂榜上榜》，Popu Lady 趁機
現場向林俊傑邀歌，黃子佼逼問林
俊傑寫歌的價碼，當場無情喊價：
「不要說我汙辱你，一首 6000 寫

不寫？」林俊傑遲疑後委屈答：
「如果是佼哥，好吧…」林俊傑在

節目向麥可傑克遜致敬，與黃子佼
PK 跳月球漫步，黃子佼舞技被虧
「像復健」。

黃子佼挖出林俊傑不堪回首的
往事，讓林俊傑崩潰招認 「人生最
想銷毀的兩段影片」，一是跨年模
仿麥可傑克遜太賣力，讓皮褲當場
裂開；另一個則是剛出道時，他在
電視台歌唱比賽模仿伍思凱。

黃子佼趁機要求林俊傑現場表演一段麥可的招牌舞步 「月球漫步」，眾人反拱黃子
佼拚場，黃子佼硬著舞頭皮跟林俊傑來場大PK，卻被Popu Lady嫌棄 「好像腳痛做復健
」，吐槽 「畫面怪怪的」！讓黃子佼趕緊轉移話題 「可惜！今天JJ有穿內褲，計謀無法
得逞」，引發現場大笑。

佼佼邀JJ秀舞自己舞技反出糗



瑞雪舞蹈學校
Beginner (4-6歲)

青少年班（7-17歲）

成人班 周五

周五、六、日
•瑞雪老師畢業於中國舞蹈教育最高學府_北京舞蹈學院。
•學校提倡以舞蹈教學效率和質量為先，小班上課模式。
•堅持專業、專註、專心的教學宗旨，親歷親為對孩子細心

指導，營造一個健康快樂的舞蹈搖籃。
•機會只屬於少數人，你的眼界，決定孩子們的境界。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203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王朝二樓）
電話：832-691-3615

免費試課
火熱

招生中 新開設HIP POP街舞課，韓國老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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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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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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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開課時間：1/16-5/7/ 2016

CC1111CC66體育圖片

ROSEWOOD FURNITURE

上海紅木家俱公司

只限現貨 先到先得

Tel:(Tel:(713713))975975--86058605

歲末酬賓歲末酬賓 全場半折全場半折
清倉特價清倉特價 折上八折折上八折

3020 Fondren Houston TX 77063
http://www.rosewoodfurniture.us

星期六 2016年1月23日 Saturday, January. 23, 2016

4961 Sweetwater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
(281) 242-6222

家教班：TUTORING
Reading • Writing • Math • English • Study Skills • Spelling • Vocabulary• Phonics • Algebra • Geometry • Trigonometry • Pre-Calculus• Calculus • Earth Science • Biology • Chemistry • Physics

各類考試考前復習班：TEST PREP
SAT • PSAT/NMSQT • ACT • ADVANCED PLACEMENT (AP)• HSPT • SSAT ISEE • GED • ASVAB • STAAR• TOEFL

成功教學計劃: OUR PROGRAM FOR SUCCESS INCLUDES
• Thorough academic evaluations
• Proven programs tailored to each student’s needs
•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from highly certified teachers
•Huntington helps improve skills, confidence and grades

創立於1977年的Huntington，為全美歷史最悠久，最受學生家長推崇的家教中心，
三十餘年來已協助無數學子成績突飛猛進，建立自信心。

FOR BETTER GRADES AND TEST SCORES GET HELP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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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小牛隊主場迎來波士頓凱爾特人隊達拉斯小牛隊主場迎來波士頓凱爾特人隊，，凱爾特人隊賽前已取得凱爾特人隊賽前已取得
三連勝三連勝。。本場比賽雙方激戰至加時賽本場比賽雙方激戰至加時賽，，最後小牛最後小牛118118--113113擊敗綠衫軍擊敗綠衫軍。。

巴薩巴薩66--00畢爾巴鄂畢爾巴鄂

20152015//1616賽季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第賽季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第2020輪壹場焦點戰在諾坎普球場輪壹場焦點戰在諾坎普球場
展開爭奪展開爭奪，，巴塞羅那主場巴塞羅那主場66比比00大勝畢爾巴鄂競技大勝畢爾巴鄂競技，，蘇亞雷斯開場造紅蘇亞雷斯開場造紅
點後上演帽子戲法點後上演帽子戲法，，梅西和內馬爾進球梅西和內馬爾進球，，拉基蒂奇破門拉基蒂奇破門。。少賽壹場的巴少賽壹場的巴
薩落後馬競薩落後馬競22分分。。

20162016年澳網展開第二比賽日的較量年澳網展開第二比賽日的較量，，在壹場焦點對在壹場焦點對
決中決中，，納達爾在比賽中輸掉兩個搶七納達爾在比賽中輸掉兩個搶七，，並在決勝盤先破並在決勝盤先破
發的情況下連丟發的情況下連丟 66局局，，最終以最終以 66--77((66)/)/66--44//66--33//66--77((44)/)/
22--66不敵同胞沃達斯科不敵同胞沃達斯科，，職業生涯首次止步澳網首輪職業生涯首次止步澳網首輪。。

直擊納達爾首輪出局直擊納達爾首輪出局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1月23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息影女星紫羅蓮
（原名鄒潔蓮）上月逝世，享年91
歲。由於紫羅蓮生前作風低調，因
此其喪禮及追思會亦低調進行，喪
禮於上周舉行，其遺體並火化安
葬。22日則假九龍循道衛理九龍堂
舉行追思會，丁羽、馮素波與劉千
石等亦有出席。

紫羅蓮育有3名女兒，兩位女
兒因22日身在美國，只有大女兒出
席追思會，並婉拒傳媒訪問及拍
照。追思會上由牧師細說紫羅蓮生
平，並播出片段為紫羅蓮信主60周
年慶祝會，與教友們開心唱歌的情

景。片段中，紫羅蓮表示慶幸60年
前有重新生命的機會，她很開心人
生中有這麼多教友弟兄姊妹，還可
以替老人家做義工，是其最大的樂
趣。

紫羅蓮的大女兒隨後上台讀出
兩封母親寫給朋友的信，當中內容
就是表達在宗教角度看死亡，只是
到了天國另一個快樂的地方，並不
覺得離別是一件悲傷的事，她指這
亦是母親對死亡的態度，他日在天
國再聚。

馮素波到場致祭，她透露與紫
羅蓮的相識往事：“因為蓮姨（紫

羅蓮）多年前非常熱心帶我父親馮
峰往教會，我都陪着父親同往。早
前得悉蓮姨過身也感難過，今次是
接到蓮姨女兒電話得悉有追思會，
故必須出席盡一點心意。”丁羽則
代表演藝人協會來致祭，他透露雖
與紫羅蓮從未合作，但大讚對方為
人友善，多年來都保持美態及有其
風範。

香港文匯報訊梁雨恩（Cathy）近日參加香
港專業飛鏢賽，日前進行了第二站比賽，經過一
輪決鬥後，Cathy取得此站勝利！Cathy笑言：
“此站冠軍得來不易，足足讓我等了兩年多！”
之前等待在樂壇重新出發，一等就是8年，飛鏢
的冠軍路對她來說，顯然平坦許多。她謂：“其
實運動員跟歌手一樣，要有好成績，有時除了實
力和努力，也要講時機的，有時狀態好，偏偏抽
籤走線不好，或者總有人的狀態在那刻比你更
好，甚至環境、溫度、自己的心理狀態等，也能
影響表現。好像今次拿冠軍，我認為當日的我未
是自己的最好狀態，只是當刻的機會來到，我在
那一下把握住而已。”

她表示，無論飛鏢還是歌唱事業，都需要一
顆堅持和等待的心，只要真正喜歡，堅持和等待
就不痛苦。她也很感謝唱片公司的通融，“雖然
比賽用了許多時間，公司從來不會阻撓，而且每
次經理人也會為我加油，所以我一得冠軍，第一
時間就向公司報喜了！”

香港文匯報訊 Mr.成員Ronny22日聯同歌手
Yan Ting（周殷廷）到九龍灣示範巴西柔術。
Ronny指自從Yan曾在新加坡接受軍訓學過格
鬥，他便經常與對方談論這方面的話題。

問及Mr.與環球的合約問題，Ronny直言：
“還有十幾首歌，七月完約，未決定以後的方
向，現在隊員士氣高昂因為要做歌。（有傳你們
遭雪藏？）大家都在這個圈子一段時間，都明白
如果決定解約，公司是會有一段時間沒有宣傳，
有此決定好合理，我是理解的。”

香港文匯報
訊 林俊傑21日
以神秘嘉賓方式
出席台灣“八仙
塵爆”復健表揚
活動，與傷者合
唱新歌《不為誰
而作的歌》，並
自 彈 自 唱 《I
Pray For You》
鼓勵不要放棄。
獲得開心果獎的

19歲小平在“八仙塵爆”中，全身55%、深2
至3度燒傷，受傷範圍遍及四肢，以前最大興
趣就是唱歌與跳舞，面對傷後無法長時間站立
的雙腿，小平最害怕就是無法再接觸自己最愛
的表演藝術。經過復健，終於可以再次踏上舞
台跳舞，她21日在現場演唱林俊傑的新歌
《不為誰而作的歌》。小平表示，歌詞描述彷
彿是自己與其他傷友們半年來所遭遇的困境：
搔癢難耐的疤痕、僵硬的身軀、周而復始的水
泡傷口，常讓她們在夜深人靜時陷入失落沮喪
低潮。

林俊傑知道小平唱這首歌的心情，主動跟
大家分享他在創作這首歌時，也正是人生面對
挑戰的時期，但音樂的力量陪伴着他走出困
境，期許也可以鼓舞傷者。

梁雨恩飛鏢賽奪冠

Ronny@Mr.認遭雪藏

林俊傑助唱為“塵爆”傷者打氣

紫羅蓮追思會低調舉行
馮素波丁羽致祭

■■Yan Ting(Yan Ting(左左))與與Ronny(Ronny(右右))不時會談論格鬥話不時會談論格鬥話
題題。。

■林俊傑鼓勵傷友不要放
棄。

■■梁雨恩的飛梁雨恩的飛
鏢冠軍榮耀得鏢冠軍榮耀得
來不易來不易。。

■■馮素波馮素波
透露紫羅透露紫羅
蓮多年前蓮多年前
曾帶其父曾帶其父
往教會往教會。。

■■丁羽代表演藝人協會前來致祭丁羽代表演藝人協會前來致祭。。

■■阿阿LamLam和沙麗抱着工和沙麗抱着工
作人員的愛犬愛不釋手作人員的愛犬愛不釋手。。

■■平日沉默寡言的阿平日沉默寡言的阿LamLam預預
告在今次個唱上會多說話告在今次個唱上會多說話。。

阿Lam和沙麗在綵排現場見到工作人員的愛
犬，兩人忍不住抱着小狗玩樂，沙麗更笑

指小狗很搭配他們的打扮，引來哄堂大笑。
阿Lam透露21日開始綵排，今次的band都

是熟悉的，所以綵排得相當順利，而且歌曲可以
彈出很多款，他幾乎任何款都懂得唱。屆時阿
Lam將演繹近50首歌，其中只得一、兩首是串
燒歌，因歌曲太多，有機會不能完整唱一首歌，
他亦提醒觀眾最好早點入場，問到是否8點15分
準時開秀？阿Lam謂：“最好，我當然在，不
過觀眾遲到也沒辦法，但就應該不會超時。”

睡個午覺才開秀
阿Lam透露這次會較過往多說話，因要帶

大家進入畫面和歌曲，觀眾才能跟到過程，而其
所說私人過程會很親切，因會講家人、父母、仔
女和沙麗；今次沙麗和兒子林德信也會同台唱
歌。阿Lam最開心是一位近80歲的英國老師會
來港欣賞：“雖然是外國人，聽不懂廣東歌，現
時又住在日本，但知道我是40周年演唱會，便
專程過來，我在台上都會講到我們認識的過程，
所以很有意思。”

68歲的阿Lam習慣早睡早起，問他可擔心
開秀時要捱困？他笑說：“年紀大，每日最多睡
4、5小時，做秀先會晚睡，寧願睡個午覺才開
秀，老人家要午睡，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林子祥佐治地球40年演唱會》將於

下周開鑼，阿Lam 22日進行綵排，更

獲太太葉蒨文（沙麗）到場探班。平日

沉默寡言的阿Lam預告在個唱上會多

說話來帶出歌曲畫面，話題包括家和家

人，而老婆沙麗和兒子林德信均會上台

獻唱。

■■紫羅蓮女兒紫羅蓮女兒((戴帽者戴帽者))在母親在母親
的追思會上招呼親友的追思會上招呼親友。。

■■阿阿LamLam罕有地在台上大談子女罕有地在台上大談子女。。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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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LamLam

靠扎實演技成藝壇“常青樹”

王璐瑤望開拓喜劇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馬

琳）純黑色的針織衫搭配俏皮頭飾，簡
單又不失時尚的精緻妝容，安坐在沙發
一隅的王璐瑤，向記者道出她出道20多
年來在影視歌三棲生涯的人生故事。時
間的洗禮讓她褪去了往日的青澀，不再
是僅僅外表的美艷，舉手投足間的從容
淡定，盡顯成熟女性魅力。

王璐瑤坦言，人到中年，起起伏伏
的人生經歷讓她感悟頗多。父親的不幸
病逝，讓她看到了人生的無常。對於未
來的演藝事業，她希望成為藝壇上一棵
屹立不倒的“常青樹”，希望未來可以

開拓喜劇路線，成為像“憨豆先生”那
樣可以隨時給觀眾帶來歡聲笑語的演
員。王璐瑤的演藝之路其實是從歌唱起
步。上世紀80年代後期，隻身闖蕩廣州
的王璐瑤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被太平
洋唱片公司的音樂人發掘，錄製了她的
首張個人專輯《愛我別走》，一炮而
紅，取得了百萬銷量的好成績。

王璐瑤略有遺憾地回憶，“當年歌
唱事業其實起步很好，幾年間就出來了
7盒卡帶，MTV更是從加拿大多倫多一
路拍到了美國西雅圖，公司還一度打算
讓我和費翔組成組合，只是當時拍戲太

忙，慢慢就荒廢了歌唱。現在回想起
來，這也許是個錯誤的決定，也辜負了
太平洋的培養。”

最新作品、電視劇《江城警事》有
新嘗試，扮演一位外冷內熱、刀子嘴豆
腐心的警察母親，經常會鬧出些有讓人
捧腹的笑話。

《江城警事》的成功，為王璐瑤的
演藝生涯增添了更多的可能。“前半程
演藝生涯拚的是顏值，後半程，我要靠
扎實的演技，成為藝壇上一棵屹立不倒
的‘常青樹’，用接連不斷的精彩作品
回饋喜愛我的觀眾。”

■■王璐瑤坦言人到中年王璐瑤坦言人到中年，，
人生經歷讓她感悟頗多人生經歷讓她感悟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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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拾錦

新華社悉尼
22日電 兩位効
力於歐洲聯賽的
澳洲國腳沙尼貝
利和麥克格文，
將分別加盟中超
球隊江蘇蘇寧和
河南建業。
據此間媒體

22日報道，麥克
格文在2014年離
開魯能後，加盟
了蘇超勁旅登地
聯，這名26歲的
後防多面手代表
球隊出場42次，
與球隊的合同即將到期。此番麥克格文重返中超加盟
河南建業，據傳轉會費為35萬英鎊。

今年24歲的沙尼貝利在去年亞洲盃上“一戰成
名”，他以主力中衛的身份出戰了“袋鼠軍團”全部
6場比賽，並且在準決賽對陣阿聯酋隊的比賽中首開
紀錄，最終幫助球隊首次問鼎亞洲盃冠軍。沙尼貝利
2014年1月從中央水手加盟荷蘭甲級聯賽施禾利，本
賽季代表球隊出場28次。

隨着這兩位球員的加盟，加上原有的卡希爾（上
海申花）和史柏拉洛域（浙江綠城），新賽季的中超
將擁有4名澳洲國腳。

澳
洲
兩
國
腳
加
盟
中
超

22日下午，廣州恒大淘寶和上海
上港俱樂部雙雙發佈公告，宣佈艾傑臣
從恒大轉會至上港。在離別的前夜，巴
西人接受了記者們的採訪，艾傑臣談到
最多的一個詞彙，就是“感謝”。
“首先要感謝納比教練，沒有他

對我的賞識，我不會有這三年的經歷。
這三年一定是我職業生涯最難以忘記和
難以割捨的一段，”艾傑臣說。
從2012年12月加盟恒大以來，艾

傑臣各項賽事出戰111場，射入77球
並貢獻了19次助攻。他是廣州的射手
王，恒大三年兩次登頂亞冠，正是仰仗
他在決賽中的一錘定音。在這三年裡，
艾傑臣成就了恒大，恒大也成就了艾傑
臣。
“我要感謝恒大俱樂部，當時加

盟就對這個俱樂部充滿期待，到了之
後完全是我想像的樣子，給了我很好
的訓練和比賽環境，我要再次對俱樂
部說聲謝謝，”他說。“感謝隊友
們，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無論場
內和場外，我都得到了這些可愛隊友
們的幫助。”

說到對新東
家上海上港的期
待，艾傑臣說：
“我希望盡快融
入艾歷臣教練的
戰術體系，給隊
友幫助。其實，
到現在我還沒把
自己的角色轉變
過來，我現在還
認為自己是恒大
的球員。”
艾傑臣確認了合同中存在迴避條

款。“有迴避條款，因為合同是俱樂部
在談，我尊重合同的內容，”巴西人
說。
由於迴避條款僅僅在未來一個賽季

有效，因此，總有一日，巴西人會以對
手的身份重回廣州。艾傑臣表示：“我
知道球迷對我的離開有些難以接受，但
我希望他們能夠理解，這都是職業足球
的一部分。但在我心裡，我會永遠記住
他們對我的好，我也希望他們用熱情迎
接我的到來。” ■新華社

艾傑臣謝恩師納比永記穗球迷

現年23歲的祖雲尼奧出道於巴西著名青訓搖籃
之一的山度士，該隊曾培養出比利、尼馬兩代

巴西足球超級巨星，祖雲尼奧是山度士出產的又一
位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

2011年，年僅19歲的祖雲尼奧進入山度士一線
隊。2014年，22歲的祖雲尼奧在聖保羅州聯賽上異
軍突起，以11次助攻榮膺助攻王，並且當選最佳新
人。2015年，祖雲尼奧代表山度士在各項賽事出場
55次，射進10球及有5次助攻。

隨着路爾斯法比安奴、謝臣、祖雲尼奧三名巴
甲球星的加盟，天津權健2016賽季外援引進工作全
部結束。不過，據騰訊體育統計，這支中甲土豪，
今季共花費5億元（人民幣，下同）引援。

足壇驚呼：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2010年，廣州恒大收購廣藥後，聘請韓國鐵帥

李章洙擔任球隊主教練，在內援方面，先後花費
600萬元人民幣引進郜林、鄭智和孫祥，加上以350
萬美元引進當時創中國足壇身價紀錄的穆里奇，其
土豪做法已讓人側目。
如今，恒大引領的燒錢風愈演愈烈，不但波及

中超，還燒到中甲。天津權健為了衝超聘請了前巴
西國家隊主帥盧森保高，而且為盧森保
高團隊開出了1000萬歐元的年薪。在中
國聯賽歷史上，如此年薪僅次於1200萬
歐元的納比團隊。不過，恒大花費1200
萬歐元聘請納比團隊，是為了稱霸中超
登頂亞洲，而權健則是為了征甲衝超。
除祖雲尼奧外，權健每一筆引援都

堪稱震撼。包括500萬歐元引進謝臣，
500萬歐元引進法比安奴，7000萬元引
進張鷺、趙旭日以及上賽季6600萬元引
進孫可。而去年12月，以2000萬元引
進上港替補球員鄭達倫，一名中超球隊

的替補球員賣出如此天價，讓中國足壇驚呼：失去
理智的中國足壇轉會市場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一個月前，在現場創紀錄的3萬多名美國
觀眾面前，中國女足以1：0終結了世界冠軍
美國女足11年主場不敗的神話；可日前在濕
冷天氣籠罩的深圳，中國女足在四國賽首戰卻
只有幾十名球迷到場觀戰。對此，主教練布魯
諾22日用頗為懇求的語氣對媒體發出呼籲：
希望更多球迷能來現場觀戰，希望中國女足的
付出能贏得尊重。
“希望大家幫忙，讓更多觀眾明天（見報

今日）能來現場。不管是騎車、跑步、坐公
車，還是騎馬，只要球迷們來就可以，”布魯
諾對記者說。
一天前，在出征里約奧運會外圍賽前的最

後一項國內大賽上，中國女足首戰0：0與墨
西哥賽和。比賽在距離深圳市中心相對較遠的
龍崗區大運中心舉行。或許是工作日時間段，
到場觀戰球迷不足一百人，能容納近6萬人的
現代化球場顯得十分冷清，堪稱中國女足近年

來國內比賽的上座率新低。
來自法國的布魯諾介紹，他一般在比賽之

後會跟法國朋友分享結果，比如，比分多少，
到場觀眾多少。但22日，他撒了謊。

“我對朋友選擇性地只發了比賽比分，
‘忘記了’告訴他們觀眾人數。法國朋友
來短信問，有多少球迷看你們比賽。我就
撒謊了，說我不知道，沒收到官方通
知。”
接下來，23日和26日，比賽場地仍是

大運中心，中國女足將分別迎戰越南和韓
國隊。這兩個對手還是中國女足在奧運會
亞洲區外圍賽的對手，頗具實戰意義，本次比
賽堪稱中國隊通往里約道路上的“前哨戰”。
不過，可能會讓布魯諾失望的是，這些

天，全國大範圍都在降溫，深圳也不例外，風
雨交加。屆時，會有多少球迷來看女足，仍是
一個未知數。 ■新華社

布魯諾布魯諾呼籲球迷入場觀戰呼籲球迷入場觀戰撐女撐女足足女子高球世錦賽3月開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2016世界女子高爾

夫錦標賽3月將在東莞觀瀾湖舉行。今年是該項賽事第五屆舉
辦，獎金升至80萬美金。此外，女子韓巡賽新近加入後，此次
賽事得到中巡、歐巡和韓巡三方聯合認證，當今世界幾大主要
女子巡迴賽將派遣各自的優秀選手出賽。而比賽賽制也融合了
男子世錦賽與世界盃職業賽事的特點，與奧運接軌，填補了世
界女子高壇的空白。

山西球員張學文停賽3場
中國籃協22日在其官網

上公佈了對中國男子籃球職業
聯賽（CBA）山西隊球員張學
文以及深圳隊外援布朗的處罰
通知。因在防守時使用非正常
的籃球技術動作（頂膝蓋），
張學文被停賽3場，布朗則因被替換下場時推倒礦泉水瓶和砸
摔場邊座椅的行為被停賽1場，兩家俱樂部分別被核減聯賽經
費10萬元人民幣和5萬元人民幣。 ■新華社

■■天津權健海報宣佈祖天津權健海報宣佈祖
雲尼奧加盟雲尼奧加盟。。

■■中國女足中國女足（（紅紅
衫衫））日前日前00：：00賽賽
和 墨 西 哥和 墨 西 哥 。。

新華社新華社

■■艾傑臣對艾傑臣對
廣州依依不廣州依依不
捨捨。。新華社新華社

■■巴甲新星祖雲巴甲新星祖雲
尼奧加盟權健尼奧加盟權健。。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麥克格文於麥克格文於20142014
年獲得中國足協盃年獲得中國足協盃
MVPMVP。。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法比安奴法比安奴（（左起左起）、）、盧森保高盧森保高
及謝臣齊齊亮相及謝臣齊齊亮相。。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盧森保高盧森保高（（前左二前左二））去年中考去年中考
察權健足球俱樂部察權健足球俱樂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5億人民幣引援 讓中超勁旅相形失色
中甲球隊天津權健22日宣佈，與巴甲新星祖雲

尼奧完成簽約工作。據內地傳媒消息，祖雲尼奧的

轉會為3000萬歐元，創下迄今為止中國足壇轉會

最高身價紀錄。而連同之

前引援的開支，這個冬季轉會

窗口，中甲土豪已花費5億元人

民幣。如此大手筆，讓廣州恒

大、北京國安和上海上港這些

中超勁旅相形失色。3千萬歐元

■■張學文張學文（（左左））帶球帶球
推進推進。。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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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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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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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工作簽證介紹 (中)

于瀾律師于瀾律師

O1簽證適合在在所從事的
行業取得傑出成就的人士，可
以是有學歷的專業人士，如工
程師、律師、會計、研究員、
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
等，也可以是沒有學歷，但是
在自己所從事的領域成為佼佼
者的人士，如演藝人士，運動
員，廚師等。在美期間並可變
換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或
申請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O1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
以申請 O3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
留美國，也可以申請入學，但
是不可以在美國工作。
O簽證申請條件

如果曾獲得著名的國際性
獎項,如諾貝爾獎,奧斯卡獎，
奧林匹克獎,均可申請O1簽證.

如果沒有獲得過國際性的
獎項，也可以從下列十項中提
出三項來證明其才能、貢獻及
其對社會的影響：

曾在其專業領域內獲得國
際或國家級獎項；
曾是其本行中專業組織的會員
，並且該組織是經過同領域專
家所認可的；

申請人在該行的傑出成就
，曾被專業刊物或重要媒體報

導過；
申請人曾對其本行中其他

人員的成就擔任過評審工作；
曾在學術研究、藝術、運

動或商業等相關領域有重大貢
獻；

曾在專業期刊或重要媒體
發表過專業學術論文；

成果曾在藝術展覽會上展
出過；

曾在聲譽卓著的組織或機
構擔任過關鍵職務；

申請人薪資遠高於其他同
儕之證明；

在表演藝術方面曾獲極大
成功，並反映在票房、唱片、
錄音帶、及錄影帶等商業產品
上。
O簽證申請所需材料
1．專業協會的推薦信。
2．推薦信，申請人盡量提供獨
立推薦信。所謂獨立推薦信是
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係或共同
的學習經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
薦信。比如在學術會議上因為
學術討論而認識的專家。或因
為導師的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
專家。
3．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
的組織出具的推薦信。比如美

國國家實驗室。
4．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
用的證明文件。如果有來自世
界不同國家同行的引用會是很
好的證明。
5．對學術作品要求再版的證明
。
6．已被批准的專利已經得到應
用或已經出售給企業。
7．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
責人或主要研究人員。
8．媒體報導，對導師和申請人
共同參與項目的報導對申請也
有幫助。
9．對成員有學術成就要求的協
會會員證明。
10．曾任專業論文評審的經歷
證明。
11．領取高薪，特殊津貼的證
明。
12．學位證明。
O簽證期限
O簽證由雇主申請，受益人如
果申請批准，第一次可獲得三
年在美國的停留機會.
三年到期後，可以一年一年的
續期，續期沒有時間限制，可
以無限期延期。
最新移民消息

美國最高法院今年 1 月 19

日宣佈，正式受理奧巴馬總統
通過行政法案推行移民改革的
案件，其判決結果將影響到全
美近 500 萬非法移民的身份問
題。
奧巴馬總統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晚發表講話，正式宣布通過
行政命令展開移民改革，將有
超過 500 萬非法移民受益。其
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條：第一
、加強邊境管理，打擊非法入
境，加速遣返有犯罪記錄的非
法移民。 2、加快和簡化高科
技人士和企業家的移民程序。
3、解決當前非法移民的問題。
並承諾在短期內，將會推出兩
個延遲遞解出境計劃。 1.符合
以下要求的父母：孩子是美國
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在美國
境內居住滿 5 年；正式登記且
無犯罪記錄。 2.符合條件的孩
子：入境日期將從2007 年 6 月
15日推遲到2010年1月1日。
該計劃一經頒布，便引發強烈
反響。包括德克薩斯州在內的
26個州指責奧巴馬總統繞過美
國國會，大赦非法移民，並向
德州地方法院起訴政府，要求
暫停實施該移民法案，該訴求
得到地方法院法官的支持。聯

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於2015年
11月裁定維持下級法院的判決
。最高法院將於今年4月就該
案進行辯論，6 月底之前作出
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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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1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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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最高法院正式受理奧巴馬移民改革法案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6的H-1B的抽籤即將
到來。根據以往經驗，今年又
將是名額爭奪激烈的一年。建
議所有找到或沒找到 H-1B
sponsor公司都要進入衝刺的階
段了。

H-1B 是專為專業職業提
供的工作簽證。申請中提供的
職位必須是符合移民法要求的
專業職位。移民局判斷專業職

位的基本標準是指需要專業知
識或技能的工作，而這種專業
知識或技能通常只有經過四年
大學學習或與大學學習相當的
工作經驗才能獲得。工程師，
建築師，會計師，教師和醫生
通常都被認為是專業工作。實
際審理中，移民局主要依據勞
工部公佈的各類職位的學歷調
查來決定某類職位是否屬於

H-1B要求的專業職位。
移民局認為如果按照某行

業的一般要求，某類職位不要
求大學學歷，這個職位就不屬
於H-1B要求的專業職位。但
如果雇主能證明在其公司內，
某類職位通常要求由大學學歷
的人來擔任， H-1B還是可以
獲批準。

H-1B 申請的職位必須和

申請公司的經營需要結合，和
外國僱員的專業背景一致，也
要和雇主願意支付的工資相配
。以何種職位申請H-1B是申
請準備的關鍵之一。適當的職
位可以增加申請成功的機會。

本文只是一般性法律知識
介紹，以上舉例不是真實案例
，不能作為法律諮詢使用。本
文 作 者 於 瀾 律 師 精 辦 包 括

H-1B 在內的各類移民案件，
經驗豐富。辦公室地址 10101
Harwin Dr. (好運大道)， 369
房 間 ， Houston, TX 77036
（MAMA 超市街對面），電
話 832-657-9837。 律 師 提 供
免費電話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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