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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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苗福盛秀太極健身氣功
為宣揚健身氣功對身體的好處﹐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的中國健身
氣功中心派遣苗福盛教授(穿藍衣者)﹐在美主講及培訓健身氣
功易筋經及太極舞蹈﹒圖為苗福盛教授帶領學員14日下午在
美南新聞戶外空地實地演練﹐整齊劃一﹐氣勢磅礡﹒美國健身
氣功太極協會會長兼總教練梁志光也接受美南新聞訪問﹐介紹
健身氣功太極拳隊身體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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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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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KVVV

北京電視台風土文化節目「這裡是北京」
介紹老北京城市靈魂樣貌

節目介紹﹕《這裡是北京》是北京電視台一檔介紹老北京風土文化的文化欄目﹐深受熱愛老北京
文化的全國各地觀眾的歡迎﹒節目不僅在節目內容上表現北京﹐更重要的是使欄目的靈魂與北
京的靈魂相融合﹐使節目的風格與城市的風格相一致﹐這個欄目不僅僅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
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讓大家來靜靜的用心體會﹒通過電視熒幕﹐不僅可以傳聲﹑傳影﹐而且還
要傳神﹒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每周二凌晨3點至3點半首播﹐敬請準時收看﹒

央視國際頻道綜藝節目
建築全球華人情感交流
節目介紹﹕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60分鐘綜藝欄目﹐為全球華人構築情感交融的平
台﹐曾連續七年承擔中央電視台向全球現場直播的“中秋晚會“﹒《中華情》以國際化的創作團隊
和播出渠道﹐豪華的演員陣容﹐無以倫比的舞台效果﹐開創了海外電視文藝視聽的新格局﹐被評
為“央視流行音樂的國際品牌﹐全球華語音樂的至尊晚會”﹒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每周六晚間8點半至9點半首播﹐每周一凌晨12點至1點和每周三下
午4點至5點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限制突擊性武器禁令 休斯頓議員出提案

學校晚一小時開課 有益學生身心發展

（本報訊）奧蘭多地區醫療中心稱
“脈動”夜總會大屠殺的53名傷員中有
44人在該醫院接受了手術治療，他們當
中有9人沒有搶救過來。至此，大屠殺
死難者人數已增加到58人。

針對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案，休
斯頓市市長特納市長稱，廣大群眾已經
厭煩了槍擊案的新聞，而政府什麼也沒
做。

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Lee 表示，
國會面對如此多由於槍械引發的案件，
將不再無所行動。她計劃向國會提出一

項新的突擊性武器禁令，該禁令將會使
得公民持有高攻擊力步槍（比如周日的
槍擊案中使用的AR-15）成為非法。

“媽媽們行動起來（Moms Demand
Action）”團體認為這次事件將成為一
個糟糕的歷史。現在，社會已經不再能
忍受這種程度的暴行，人們需要更多關
於槍支的安全防護教育以及對人身安全
的保護。該團體認為，槍擊案經常在學
校、教堂和同性戀俱樂部等公眾場合發
生，人們去這些地方是為了享受快樂生
活，並且覺得安全，結果恰恰相反。

反對槍支管理法的同性戀、雙性戀
及變形者組織 Pink Pistols卻發出了不同
的聲音。組織的首席發言人Gwen Patton
稱，同性戀社群應該保護彼此，包括武
裝自身。他們認為禁止某一類槍支不會
讓人們變安全。他說：“在我們圈子裡
的人必須有這樣的想法，必須知道並且
願意互相保護免受傷害。奧蘭多發生的
案件是對我們的一種提醒，提醒我們仍
舊是易受攻擊的群體。讓守法的公民無
法持有槍支，並不會對事情有幫助。”

（本報訊）美國權威醫生團體建議，學校應配合青少年的生
活作息調整上課時間，並稱每天延遲一個小時開課，更有益於青
少年的身心發展。

美國醫藥協會(AMA)14日在芝加哥舉行的年度政策會議上通
過了一項新政策，敦促全國中學與高中把第一節課延遲至8時30
分才開始。

該協會指出，許多學校為了給學生提供額外補課，或增設體

育與其他課外活動，讓學生一大早就得到學校，並指美國有將近
10%的高中在早上7時30分上課，有些甚至更早。

該協會表示，青春期的青少年不僅身心經歷巨大變化，他們
的生活作息習慣也偏向於晨昏顛倒，喜歡遲睡和賴床。

根據近期一份研究報告，在學期期間每天至少睡8小時的美
國青少年只占32%。美國兒科學會建議，14至17歲的青少年每
天應該獲得8.5至9.5個小時的睡眠。

美國醫藥協會董事成員科布勒說：“睡眠不足
對我們的青少年來說，已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
的公共健康問題，這使他們面對精神、生理與
心理上的壓力與失調的風險。”
他說：“科學證據強烈顯示，讓青少年獲得更

充足的睡眠，對他們的健康、學業、行為與整體表現都有幫助。
”

美國醫藥協會鼓勵醫生多向家長、校長及教師進行教育宣導
工作，讓他們更重視青少年的睡眠問題，了解睡眠對青少年身心
健康的重要性。

創新的教學模式
我們的教學目標是培養目前從事

漢語二語教學和將來準備從事漢語二
語教學的教師和學生。注重學生的學
術和個人職業發展，鼓勵學生尋求自
己的發展方向，並把學習者的個人取
向和學位要求結合起來。碩士研究生
項目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學習方式
製定安排，課程設計強調靈活性、多
樣性與個體性。請看網頁：http://
www.uh.edu/class/mcl/wcl/masters/in-
dex.php
項目特色

課程安排適合學生的需求和職業興
趣，培養方向包括：應用語言學，漢
語語言學，第二語言教學，世界文化
研究。

網上課程包括二語習得理論與研究
及課堂教學的創新實踐。

培養學生開發創意性的課程設計能
力及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環境中有
效實施課堂教學活動的組織安排能力
。

提供教學實踐機會，如主題式的課
程設計、互動型的課堂活動組織與有
效交際的學習環境。

結合最新教育理論和研究更新中小
學教師的教學理念、教學技巧、方式
方法。

擴展教學和學習中應用新科技的知
識水平與運用能力。
學位課程要求

共30個學分(10 門課)不需寫論文
；如選擇寫論文則36個學分。從外校
可轉入 6-9 個學分（2-3 門課）。大
多數漢語二語教學的課程可以被州政
府教師資格證承認。

兩門世界文化課 (6 hrs.)
WCL 6351 Frames of Modernity I.

WCL 6352 Frames of Modernity II 或
WCL 6353 Frames of Modernity III.

一門(3 hrs.) 6000-level 與中國或者
亞洲語言文化相關的歷史課

五門 (15 hrs.) 6000-level 和漢語二
語教學相關的課程。包括二語習得研
究，二語習得理論應用，中國文學，
語言學，教學語法，教學模式，主題
式課程安排，任務型教學，真實語言
學習材料的選擇與使用，語言學習的
評估工具與技巧，語言文化教學中新
科技的使用

兩門(6 hrs.) 6000-level 適合學生興

趣的本系或他系選修課.
請到以下連接申請： http://www.uh.
edu/class/mcl/wcl/_docs/WCL%
20MA%20Application%20Form.pdf
申請截至: 春季入學截至 11 月 1 日，
秋季入學截至4月15日
溫曉虹教授2016秋季網上新課:

CHNS 6371: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HNS 6397: Theme-based curricu-
lum design and research based instruction

美國休士頓大學隆重推出漢語二語教學碩士學位
現代與古典語言系 中文研究專業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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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Grow With US !

1.35

2016年夏季清凉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6月至7月出发 经济舱$1245含税起, 
8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41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6月30日前出票

本地时间6月14日（出票日期）开始，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

李政策有变化，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www.air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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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第18屆海外台商磐石獎
卓越台商選拔表揚活動受理報名

又見銀行搶案 警方5000元懸賞獎金緝拿嫌犯

杜琪峰最新警匪片 休士頓6月24日北美同部熱映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近來治安狀況欠佳，竊盜搶
劫等案件頻傳，繼上周Amegy 銀行搶劫案後，本周三又有一起金融
搶案發生，已引起警方高度重視。休士頓警方向社會大眾發出協尋通
知，希望市民提供有效線索，協助破獲發生於6月15日(周三) Humble
市 4787 Wilson路上的Shell Federal Credit Union信用合作社搶案。

案發當天，嫌犯向銀行行員出示一張具威脅字條，搶得一大筆現
金之後逃逸。

警方公布嫌犯特徵，根據描述嫌犯為白人男子，大約25到35歲
，身高5呎10吋至6呎，體型偏瘦高，髮色金髮，穿戴紫色棒球帽、
排扣襯衫T恤和牛仔褲。

警方公布嫌犯監視器畫面，民眾可參考警方推特頁面@FBIHous-
ton。休士頓阻止犯罪小組(Crime Stoppers of Houston)提供5000元懸賞
獎金緝拿嫌犯，若民眾有進一步線索或消息，可參考請撥打
713-222-TIPS(8477)或休士頓FBI辦公室713-693-5000，協助破案，
線人一律匿名。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道）又見華語
片強勢來襲！由擅長拍攝警匪動作電影的香
港知名導演杜琪峯執導，趙薇、古天樂和鍾
漢良等超強卡司同台飆戲，警匪片 「三人行
」(Three)未演先轟動，美國灰狗揚聲公司北

美地區電影發行(Well Go USA Entertainment)
搶先在6月24日全美主流院線同步熱映，休
士頓地區可到 AMC Studio 30 電影院觀看，
看大牌影星在戲裡鬥智交鋒，喜歡警匪動作
片的電影迷請不要錯過。

該部電影砸重本，不只找來曾
執導過 「槍火」、 「暗戰」、
「PTU」及 「黑社會」一系列

經典警匪犯罪片的香港教父級
導演杜琪峯執導，游乃海監製
、游乃海與劉浩良編劇，讓有
多年合作經驗的趙薇、古天樂
與鍾漢良組成最佳大咖陣容，
上演貓鼠大戰。這部片也在中
國上海國際電影節榮獲電影頻
道傳媒大獎提名，挾著大陣仗
，美國灰狗揚聲公司北美地區
電影發行引進，讓北美影迷也
可在海外戲院一睹這部巨作。

「三人行」片名中的 「三」正指三種身
份、三種立場的三位人物。故事描述了六小
時內，一位醫生、一位搶匪、一位警察，三
方在 「生、老、病、死」輪迴不斷的醫院所
發生驚心動魄交鋒的曲折故事。

劇情敘述剛剛出獄的大義(鍾漢良飾)與
他八年前庇護的兄弟樂哥重遇，兩人決定一
起合作做案。同時，為追查八年前案件主謀
，警察勇(古天樂)飾、英兩人一直跟蹤他們
。在大義一夥人搶得毒品後警方奮力追查的
故事。劇情中有很多的槍戰、動作和爆破場
面。

電影發行公司表示，通常電影檔期會視
觀眾的票房熱度，此次6月24日上映，希望
大家多多參與，讓北美票房亮眼，延長檔期
，影迷請不要錯過。未來更多華語好片在休
士頓放映，民眾也有更多機會欣賞到更多元
化的好片。

監視器拍攝到的嫌犯畫面。(警方提供)

監視器拍攝到的嫌犯畫面。(警方提供)

【本報訊】為結合全球中小企業力量，提
昇華人企業國際形象，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

中小企業總會特舉辦 「第18屆海外台
商磐石獎-卓越台商選拔表揚活動」
，選拔經營穩健，績效卓越，具社會
公信力，並對臺灣或僑居地有具體貢
獻之優良台商企業，予以公開表揚。

歡迎旅居馬國經營事業有成之僑胞鄉親先進報
名參加。

「第 18 屆海外台商磐石獎-卓越台商選拔
表揚活動」自即日起至2016年7月15日止受理
推薦報名(通訊寄件以掛號郵戳為憑)，預計於
2016年10月份與第25屆國家磐石獎同時舉行，
並請政府高階首長頒獎，頒發海外磐石獎獎座
及當選證書。

本屆選拔活動簡章及申請表格電子檔請參

考以下附件，亦可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
小企業總會網站：www.nasme.org.tw 或計畫網
站（國家磐石獎）：smeaward. moeasmea.gov.tw
下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聯
絡人：張碩芬小姐(電話：886-2-23660812分機
220，電子郵件：nina_chang@nasme.org.tw。

三人行海報。(取材自Well Go USA Entertainment網站)

三人行劇照。(取自網路)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2016年6月月會
表揚模範父親 李克溫 .沈忠臣 .王武彥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於2016年6月11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半至下午 4 點半在 5885 Point West,
Houston,TX.的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行6月 月會,由柯志
佳副會長主持,有慶生會活動,許碧珠會長介紹和表揚模範
父親李克溫 .沈忠臣 .王武彥,六月父親節邀請中醫師謝同老
師，與長春會會友們分享[防治三高─血糖、血壓、血脂的
保健]專題演講.

許碧珠會長致詞,很感謝五月份參與母親節聯歡會表演
節目的會友，及親友們，使聯歡會非常順利，尤其借用傳
統基金會音響、還有操作音響的柯副會長，使節目更圓滿
。

許碧珠會長感謝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及夫
人；齊永強副處長及夫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等來賓，
撥空參加；感謝經文處俞欣嫺、Summer Huang黃鈺程等
兩位秘書撥空參加，並兼做行動領務服務。

銘謝贊助及樂捐：感謝諸位的慷慨捐助。
許碧珠會長 感謝經文處贊助母親節、父親節禮物

$500.00。
金城銀行贊助母親節、父親節禮物$200.00
黎淑瑛僑務委員贊助母親節、父親節禮物$100.00
許碧珠會長感謝樂捐：陳玉裡$50.00，洪張靜$50.00，

康桂蘭$50.00。
許碧珠會長感謝臺灣同鄉、傳統基金會志工帶領同鄉

們、台語學校學生幫忙排桌椅。
許碧珠會長銘謝志工：邱綉鸞、劉美、周武藤、王雪

娟、巫范秀妹、施菊英、陳玉裡、吳美瑢、張明忠、蘇宏
彥、戴照發、郭和珠；及其他幾位沒記名的熱心志工的協
助，使得月會圓滿順利完成。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長春會許碧珠會長,柯志佳副會長祝賀壽星：
祝生日快樂，健康長壽。

王哲進，沈清政，吳啟誠，林陳玉美，蔡金結，謝勝
男，顏康占花，曾敏常，葉晁南，葉張懷平，林三江，劉
莉玲。

許碧珠會長提到,尚未繳2016年會費的會員請儘速繳
交，也希望各位會員踴躍樂捐，以便推行各項會務。因事
無法到現場繳會的，可以郵寄到：1726 Randons Point Dr,
Sugar Land, TX 77478; Annie Huang 收 ；支票抬頭：Hous-
ton Formosan Evergreen Association。

許碧珠會長表示,七月份講員理事會決議邀請活動中心
─傳統基金會新任理事長蕭文源，和會友們認識併分享，
請會會友們踴躍參加。

許碧珠會長宣佈,第一教會組團消息：郵
輪靈修旅遊，停兩港口分別為：【Progreso】
；【Cozumel】；自 8 月 22 至 27 日六天五夜
，W/TAX 兩人房$434.70 , 三人房 $354.70，
從 GAVASDON 出發，請向會長許碧珠報名
。 EMAIL : anniehuang228@gmail.com , Tel:
832-282-3936。許碧珠會長祝福大家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平安喜樂！

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元氣活潑。老
朋友相見敘歡，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謝同中醫師主講[防治三高-血糖、血壓
、血脂的保健],他說明飲食原則,1.均衡攝取各
類食物;2.養成定時定量的進食習慣.3.多攝取
含高纖維的食物,可減緩糖類的吸收。可以燕
麥、薏仁、未加工的乾豆類食物(綠豆、紅豆
等)替代主食。蔬菜、全穀類也是纖維良好的
來源。4.應儘量避免吃精製糖類或加糖的食物
:各式蛋糕、小西點、冰淇淋、煉乳、調味乳
、汽水、可樂、水果罐頭、果汁、糖果、蜜
餞等宜避免。5.比較不禁食之食物：水煮蔬菜
、清茶、加代糖的仙草、愛玉等。6.慎選食物
烹調方式：宜選用清蒸、水煮、清燉、涼拌
等烹調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及放過多的鹽分
與佐料。7.應儘量避免喝酒。他介紹糖尿病藥
膳食療,玉米鬚蚌肉湯,生炒苦瓜鱔魚,山藥綠豆
粥,枸杞降糖粥,天花粉粳米粥,小麥粥,下消雙
耳湯,黃耆燉鱸魚,玉竹烏梅茶,耳聰目明粥.他
提醒注意事項,高血糖的症狀及處理(一)血糖
高不一定會有症狀,但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症狀
：疲倦、頻尿、持續口渴、視力減退、皮膚
癢、皮膚乾澀、傷口久而不癒、不明原因的
體重減輕。(二)血糖高的處理：1.飲用無糖及
無咖啡因的飲料,如白開水或無糖茶類。2.增
加運動量,如快步走路。3.依醫師指示調整降血糖藥物或使
用胰島素。4.密切檢測血糖,必要時可2-4小時測量一次,如
果血糖一天內都沒有降低或是症狀加重,則立即就醫。低血
糖的症狀及處理,(一)血糖過低的原因大多是因為服用降血
糖的藥物所導致,而不是糖尿病本身所造成的,當您服用過
量的降血糖藥物、三餐不定時,定量或運動量增加時都有可
能導致血糖過低,當血糖過低時應立即處理。(二)血糖過低
的可能症狀：冒冷汗、饑餓感、顫抖、暈眩、頭痛、心悸
、思緒紛亂、易怒。（三)血糖過低的處理1.立即補充高糖

類食物,例如：果汁、糖包、方糖塊。2.15分鐘後再檢測血
糖一次,如果血糖仍然過低,症狀未改善立即就醫.3.當血糖
回復到正常範圍時,請恢復正常三餐.4.若您經常有低血糖的
情況發生,請和您的主治醫師討論是否需要改變您的治療計
畫。他提出高血壓藥膳食療:木耳湯,菊花茶,葡萄芹菜汁,葵
花子芹菜汁,綠豆海帶湯,決明子茶,丹蔘養心茶,山渣清肝茶,
天麻杜仲茶.一般有益蔬菜:芹菜、菠菜、青椒、花椰菜、
蕃茄、木耳、紫菜、海帶、海蜇皮、桑椹、枸杞、紅棗、
綠茶。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長春會許碧珠會
長,柯志佳副會長祝賀壽星：祝生日快樂，健康長壽。王哲進，沈清政，吳啟誠，
林陳玉美，蔡金結，謝勝男，顏康占花，曾敏常，葉晁南，葉張懷平，林三江，
劉莉玲。(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許碧珠會長介紹和表揚模範父親李克溫 .沈忠臣 .王武彥,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長春會柯志佳副會
長觀禮.(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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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為僑民辦理領取養老金證明

（本報記者陳鐵梅整理報道）為更好
地服務廣大老年僑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將於2016年6月18
日星期六 13:00至16:00在休斯敦中國人活
動中心，為僑胞現場辦理《在境外居住人
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即“健在證
明”），當日受理，當日取證。，歡迎有
需要者屆時前往辦理。
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地址：5905 Sover-
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申請條件：
在美國居住的中國離退休、退職人員

，為領取國內養老金，可申辦健在證明，

即《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
表》（以下簡稱“審核表”，表格可從我
館網站“證件服務”欄下載http://goo.gl/
tvWSSV）。

提交材料：
1、 填妥的《審核表》一份。該《審

核表》分上下兩部分，請用中文楷體填寫
，字跡要清楚，不要有塗改，請使用鋼筆
或碳素筆。《審核表》的編號、經辦人簽
名、審核人簽署三欄由總領事館工作人員
填寫，確認機構公章處由總領事館工作人
員加蓋館章，其它部分由申請人填寫。

2、 申請人本人有效中國護照、美國

合法居留證件或美國護照原件及復印件。
護照只復印個人資料頁（含延期頁）。

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須本人親自到場辦理。
（二）《審核表》由申請人填寫，分

上下兩聯，上聯由總領館留存，下聯由申
請人提交中國國內有關部門。

（三）填寫出生日期時，請按中文習
慣年月日順序填寫。

（四）送往香港、澳門使用的健在證
明仍應辦理健在公證。

（五）《審核表》免費辦理，當場領
取。

休斯頓華夏學人協會和德州安徽同鄉會
共同舉辦“安徽抗戰”專題講座

（本報記者陳鐵梅整理報道）六月二十五日早十點
將由休斯頓華夏學人協會和德州安徽同鄉會共同主辦
“可歌可泣的安徽抗戰”專題講座，由中國家庭式抗戰
文物博物館”第一人張興華教授主講。

現年69歲的張興華教授，安徽合肥人，清華大學畢
業，解放軍電子工程學院退休教授，中國電子戰專家、
抗戰文物收藏家、抗戰歷史專家、合肥市抗日戰爭歷史
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安徽校友會副會長，編寫出版
過《信息作戰史話》等多本著作。

2006年，張教授退休以後，潛心研究中國抗日戰爭
歷史，致力於收集抗日戰爭文物，為此跑遍了全國主要
抗日戰場遺址，10年來從國內外征集到珍貴抗戰文物600

余件，並利用家裡的半地下室，創辦了全國第一個家庭
式“抗戰文物博物館”，雖然只有20平米，卻裝著一顆
愛國心，當地民眾爭相觀展，還有家長和老師帶著孩子
前往參觀，讓孩子從小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學會面對事
實，尊重歷史。中央電視台也曾對張教授的“家庭抗戰
文物陳列室”進行過專題報道。

張教授熱衷於“宣傳抗日歷史，振興中華民族精神
”的公益活動，已在安徽許多城市開展宣傳過抗日戰爭
歷史、講演及文物展示等公益活動，受到廣泛歡迎。

2016年6月中旬，張教授將遠赴加拿大渥太華、多
倫多、美國克裡夫蘭州立大學和休斯頓，巡講中國抗日
戰爭歷史。

6 月 25 日上午 10-12am，張興華教授將來到美國休
斯頓，為休斯頓的華人朋友帶來抗日歷史講座，題目為
《可歌可泣的安徽抗戰》，因為安徽曾是中國抗戰的重
要陣地。這場抗戰專題講座，旨在宣揚愛國主義情懷，
引導大家銘記歷史，緬懷先烈，告慰同胞，珍惜和平。
歡迎華人同胞屆時參加聆聽。

時間：6月25日 上午 10-12am
地 點 ：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5905 Sovereign Dr,

Suite129, Houston, TX 77036
聯系人：方勝 電話：832-818-3176
聯系人：魏波 電話：713-205-1608





































攜程發佈2016Q1財報凈營收同比增長80%
攜程旅行網（下稱“攜程”或“公司”，納斯

達克股票代碼：CTRP）公佈了截至 2016年 3月 31

日第一季度的財務業績。

一如既往，攜程用出色的增長和超出分析師預

期的優秀業績回饋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任。其中，

攜程大住宿和大交通業務保持高速增長，旅遊度假

業務亦是同行業中的最大亮點。若不計股權報酬費

用，2016年第一季度歸屬於攜程股東的凈利潤為

2.57億元人民幣，相比2015年同期為凈利潤3300萬

元人民幣。

機、酒持續高速增長
攜程財報數據顯示，2016年第一季度，攜程凈

營業收入為4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0%。

支撐起業績大幅增長的，是攜程旗下各大業務

部門持續的健康表現。其中，攜程第一季度住宿預

訂收入同比增長70%，為16億元人民幣。

住宿預訂持續增長，是因為攜程一直以來深耕

上、下游產業鏈，與酒店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同

時，在引領行業的服務標準下，攜程在高星級酒店

及高星級用戶上，保持著很強的黏度。

另一大重要業務——攜程交通票務收入今年第

一季度則同比增長了 106%，為 19億元人民幣。目

前，攜程交通票務覆蓋機票、火車票及公路長途客

票等服務。

這其中，隨著中國出境遊人次的不斷增長，攜

程機票業務將持續收益。而火車票一直是攜程內部

創業和創新的典範之一，從成立至今，也一直在服

務消費者。另外，攜程汽車票預訂業務繼續快速擴

張，目前覆蓋了全國3000多家汽車站，並在汽車票

資訊化領域做著自己的貢獻。

與此同時，2016年第一季度旅遊度假業務營業

收入為 5.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41%，環比增長

59%。據悉，該業務的增長主要來源於團隊遊和自

由行業務量的增長。

加碼創新和出境遊
保持持續健康增長的同時，攜程也展示了未來

持續增長的決心和方向。

首先是創新。近期，攜程聯合總裁兼COO孫

潔表示，創新驅動對網際網路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過去幾年，攜程在產品、技術、行銷、服務等各領

域都取得了很大的創新，這也是我們贏得市場和客

戶的重要原因。

孫潔透露，“我們通過創新郵箱，創新大賽，

Hackathon（編程馬拉松）等方式來鼓勵創新，讓年

輕人有更多的機會成長。為了進一步落實創新成果，

形成鼓勵創新的機制，集團成立了創新工場。”

據透露，創新工場將包括新項目孵化和產品創

新。事實上，自梁建章“二次創業”回歸攜程後，

攜程內部就一直在展開各種創新項目。

其次，攜程未來繼續增長的方向就是加碼出境

遊。這來自於攜程一直以來優秀的產業鏈佈局。

“攜程的出境遊產品在中國旅遊業內是最豐富的。”

攜程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表示，

“公司有行業內最大的國際酒店庫存，在國際機票

方面，攜程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均為行業領先。同

時，公司的的國際火車票業務和租車業務也發展迅

猛，幫助顧客實現無縫交通連結。”

事實上，艾瑞諮詢最近對外發佈的《2016年中

國線上旅遊度假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

線上出境遊市場規模為 368.8億元。2015年各大線

上OTA紛紛搶奪出境遊市場。攜程以 25.1%的市場

份額位居首位，蟬聯線上出境遊市場第一。

總的來說，數據顯示，線上旅遊滲透率方面，

中國2015年線上旅遊約佔到整個旅遊市場的10%，

美國的線上旅遊佔到整個旅遊市場的50%以上。這

也意味著攜程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享受到中國旅

遊的發展紅利。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預測，攜程2016年第二季

度凈營業收入年增長率約為70%-75%。而梁建章此

前也說，預計到2020年，攜程整體交易額可以達到

1.2萬-1.4萬億元，這一水準對應 2015年的 3500億

元，這意味著未來幾年要達到 30%的年複合增長

率。屆時，攜程也很可能成為網際網路市場真正的

“第四極”。

世行：去年私人資本基礎設施投資超千億美元

綜合報導 世界銀行集團私人資本參與基

礎設施投資數據庫的最新數據顯示，2015 年

全球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資為 1116 億

美元。其中，太陽能項目投資額比過去 5 年

平均水平攀升 72%，可再

生能源吸引了私人資本

參與投資額的近 2/3。

數據顯示，2015 年可

再生能源投資突飛猛進，

太陽能領域的私人資本基

礎設施投資猛增至 94 億美

元，高出過去 5 年 72%。

可再生能源整體 上 占 全

球投資的 63%，標誌著風

能、水力和地熱發電的使

用更加廣泛。交通行業吸

引投資承諾額最多，達

699 億美元，占全球投資

的 63% ， 其 次 是 能 源 占

34%，水務占 4%。在 2015

年的 300 個項目中，能源

項目數量最多，為 205 個，

其次為交通項目 55 個，供

水與汙水項目 40個。

世行稱，去年私人資

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資額基本與 2014 年持平，

但與前五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仍低了 10%。主

要原因是巴西、印度和中國的投資承諾額逐

漸減少。特別是巴西的投資額僅為 45 億美元

，與 2014年的 472億美元相比大幅下滑，與前

5年的投資增長趨勢更是背道而馳。盡管這三

大傳統重量級國家占全球項目總數的 44%，

但其投資總額僅占全球投資總額的 10%，而

2014年這壹比例為 54%。

數據顯示，私人資本在其他新興經濟體的

投資快速增加，達到 99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

增長 92%。這些國家中有 11個國家 2015年承諾

投資額至少達 10億美元，遠高於上年，在中斷

了兩年或者更長時間後重返投資市場的國家包

括薩爾瓦多、格魯吉亞、立陶宛、黑山、烏幹

達和贊比亞。從地區來看，非洲和歐洲中亞地

區的私人資本基礎設施投資出現上升，但落後

於東亞太平洋、拉美加勒比、中東北非和南亞

地區。土耳其在 2015年達成 7筆項目交易總額

447億美元創出新高，其中兩個大型交通項目吸

收全球投資40%，即，356億美元的伊斯坦布爾

新機場和64億美元的格貝茲-伊茲密爾的高速公

路項目。

此外，項目規模在過去4年趨於擴大，2015

年大型項目占主導，40個項目超過5億美元創下

新高，平均規模達到空前的 4.193億美元。2015

年投資額排名前五的國家分別為土耳其、哥倫比

亞、秘魯、菲律賓和巴西，共計740億美元，占

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全球投資額的66%。

高考結束緩減壓力
畢業季學生旅遊市場升溫

綜合報導 “我剛從鬼怒川出發，準備搭乘電

車前往東京，計劃下午去秋葉原，晚上去淺草寺。”

記者聯繫上中國地大附中高三畢業生張嘉琦時，

他正和同學享受著畢業旅行。隨著高考的結束，

畢業生迎來史上“最輕鬆”假期，畢業旅行成為

不少人的假期首選，學生旅遊市場隨之升溫。

北京一位高三班主任董老師告訴記者，為

給學生減壓，考前她曾讓班上的學生填寫一份

“夢想清單”，所有的同學都在清單上提到了自

己的畢業旅行計劃。如今的他們，有的正在路

上，有的正在計劃中。董老師說，她的“朋友

圈”現在已經被學生們的旅行照片刷屏了。“我

常常給學生的旅行照片點讚。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安全又適時的出行能讓學生開拓眼界，豐富

閱歷。”董老師說。

有需求就有市場。據了解，目前各大旅行社

服務商紛紛推出“學生暑期遊特惠”產品。一家

旅遊網站的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今年高考結

束後，諮詢旅遊產品的家長和學生，比平時多得

多。”在此期間，不少旅行社借機推出可獨立成

團的“減壓遊”、“修學遊”、“名校遊”、

“班級遊”等夏令營項目，滿足考生與家長、考

生與同學等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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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乒乓球好苗子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
士頓分會 」月會，於 6 月 14 日（ 本周二 ） 中午
在 Churrasca 巴西烤肉餐廳舉行，共有與地產有關
行業，如： 來自中東，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
中國，台灣，香港等地的地產公司，地產開發公
司，銀行 ，貸款公司，產權過戶公司等七十餘人
參加，其中還有十三人是本月參加該地產協會的
新成員。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
桂律師在月會上表示：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美共
有 36 個分會，共有一萬五千多名會員，休士頓分
會於去年四月成立，共有會員一百多人，至今已
舉行過多次月會，每次都有 六，七十人以上參加。

林富桂會長表示：「 亞裔地產協會 」 成立的
目的有三：（ 一） 讓美國政府知道亞裔移民買房
的有利資訊。（ 二）提供房地產買賣知識的丶教
育，讓一般社會大眾了解如何在美購房。（三） 
會員聯誼。

「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 的會長林
富桂女士並月會上

介 紹 本 月 份 年 會 午 餐 的 贊 助 商 Americ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的主管 Carl Dean 及專門
投資貝里斯渡假島嶼的開發商 Ed Eakins Jr.CIPS, 
他們也分別在會上作簡短講話，介紹該公司業務
的細節。另外下月份將贊助該月會的 Absolute 貸
款公司的代表 Nam 先生，及 WILSHIRE Bank 的
Harwin 分行經理 YURI YOO 及王敦正 , 該會創始
人李雄等人也在月會上談話。他們並帶來禮物，
當場在月會上抽獎，為現場帶來歡樂，驚喜的氣
氛。

林富桂會長還宣佈該會將於八月十二日在
拉斯維加斯參加全美的大會舉辦的美國總統大
選辯論賽，以及該會將於 6 月 22 日（ 下周三 
） 上 午 十 一 時 半， 在 Greatland Business Center 
(6588 Corporate # 100, Houston TX 77036 ) 舉
行 的「 Houston Real Estate Business Mixer 」
大 會， 探 討 大 型 建 築 有 關 問 題， 如 新 合 約，
與 西 南 區 委 員 會 之 間 的 種 種 問 題， 請 上 網：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月會本周二舉行，
共有 70餘地產界有關行業代表參加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教練趙俊，他曾經
訓練過 Gal Aliers、Sharon Algiers，這兩名選
手已經打進美國國家青少年乒乓球隊。本人
想暑假幫助乒乓球選手提高成績，每位 1500
分到 2000 分的選手幫他們提高 100 分一 300
分，提高不了 100 分，不收取教練費，如果
提高到 100 分以上每一分收取 50 美金。

 每位 2000 分到 2500 分的選手幫他們提
高 50 分一 200 分，提高不了 50 分不收取教
練費，如果提高 50 分以上每一分收取 50 美
金，每天訓練 4 小時以上，希望每一個級別
招收 3 名球員，我希望能刻苦訓練想提高成
績的球員報名參加，訓練一段時間會打積分
比賽，以賽後積分成績為準，定於 6 月 27
日正式開課訓練，現在開始接受報名。                           

中文聯系電話：281-736-8948            
英文聯系電話：832-488-3898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
5902 sovereign Drive，Houston TX 77036

AREAAHOUSTON@gmail.com 報名。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的活動還有八

月九日的月會，八月十七日的地產 Facebook 會議 ,

九月十三日及十月十一日午餐會，十一月八日的
贊助商感謝午餐會及十二月十三日聖誕節玩具聚
會等活動。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在越華廣場新開張
原 Ranchester & Harwin 上「 故鄉食府」東主，

歡迎舊雨新知光臨品味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老休士頓人對僑教中心旁 Ranchester & Harwin 交口上

的韓國「 故鄉 」 餐廳并不陌生，它成了在 Harwin 上班，工作者解決午，晚餐最
喜愛前往的地點。他們的午餐飯盒，豆腐煲，石鍋拌飯，Bar. B. Q 韓國烤肉及各
式小菜，泡菜，更是津津樂道，回味不已。如今老客人可以美夢成真，重溫舊夢
了！「故鄉」 的老闆搬來搬去，還是在「 中國城 」，這次在「 越華廣場 」 靠
近八號公路區位 , 才新開張，已有不少老客人聞風而至，大塊朵頤一番。

重新更名為「Bobs & Grill Koren B.B.Q. 」 的韓國烤肉食府，為了慶祝新張 , 
特別優惠新，老客人，一份 Order , 可同時享用兩種品種的菜色。如您點了石鍋拌
飯，可另選一份豆腐煲，或韓國烤肉，或煎魚，即算一個 Order 的價錢，還有供
您隨時免費使用的泡菜，小菜吧，讓您儘量取用。

韓國菜是亞洲食物的一種，很合國人口味，吃多了中國菜的客人不妨換換口
味，到 Bobs & Grill Koren B.B.Q.b 來嚐鮮，精緻健康的豆腐煲，口感十足的韓式
石鍋拌飯，還有風味十足的韓國烤肉，保證帶給您不一樣的口味和享受，讓您一吃就愛上它！

「Bobs & Grill Koren B.B.Q. 」的地址在：8300 W. Sam Houston Pkwy, Houston TX 77072 （ 位於越華廣場靠
近 8 號公路區位 ），電話 :(832) 338-6653, ( 832 ) 486- 9458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夫婦，上周
六（ 6 月11 日） 在師大校友會主講： 「認識阿滋海默症 」，
吸引了眾多觀眾前往聽講，造成一位難求的盛況，他們引用了一
些最新出爐的資料，令全場對阿滋海默症更有所認識。

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表示：其實阿滋海默病症在出現的數
十年之前，大腦已經開始變化。有記憶問題，但其他認知功能正
常，大腦補償變化，以致不被發覺。一直到六十歲到八十歲，被
診斷出阿滋海默症，再加上正常年齡相關的記憶力減退，從八十
歲一直到去世，則完全喪失獨立的功能。

醫生用抽血結果測試，它利用人體內的免疫反應，以確定有
記憶問題的患者是否具有癡呆。這是使用自動抗體生物標記，可
以準確地檢測早期點時的阿耳茨海默氏症，在該疾病的過程中的
第一血液試測-- 也就是說，在太多腦破壞已發生之前，當治療
是更可能有益的。

因此，失智症的預防和支持療法，包括了： 認知鍛鍊，睡

眠，運動，營養。他們也提到腸道微生物，腸
道，和大腦之間的雙向通信信道。在原則上，
內分泌，神經分泌，並通過腸道菌群和腸道內
特化的細胞產生的炎症相關的信號，可以影響
大腦。而如何保持健康的腸道細菌？包括：1，
均衡的飲食，2，益生菌的食物。

如益生元食品可餵養你的腸道細菌，使他
們能夠成長和重新填充。大多數是富含纖維的
植物食品。如： 五穀雜糧，水果和蔬菜，特別
是香蕉，蘆筍，洋蔥，燕麥片，大豆，大蒜。
限制加工食品，是低營養，高添加糖，吃太多
這類食物會嚴重破壞你的腸道細菌。研究表明，一個健康的搭配
會： 最佳的免疫功能，降低癌症的風險，影響你的心情，，腸
道細菌和腦彼此連通。改變腸道細菌對行為，焦慮和抑鬱有一定
的影響。如長期食用莓果，大腦健康，智力和記憶衰退較慢。菠

菜，含有豐富的葉黃素，有助於防止認知能力下降。而甜菜根，
是自然產生的硝酸鹽，有助於改善血液流向大腦。而小麥胚芽，
紅茶，魚，水更是健腦食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2016年6月26日
於德州聖安東尼奧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本報訊）六月十一日中午許多校友光臨
華僑文教中心, 包括家屬約有五十餘位, 大家齊
聚一堂, 在海外慶祝母校七十週年校慶, 大家相
見甚歡, 一片喜氣洋洋氣氛.

為 了回饋社區, 服務大眾, 校友會決定同時
也擧辦對外健康講座,邀請到陳康元醫師和王琳
博士夫婦分享"認識愛茲海默症". 正副會長盡心
盡力籌畫這次的活動, 只盼能帶給校友們"賓至
如歸"的感覺及珍重" 校友情”. 從四月的聚會後
, 就為一切細節悉心籌措, 並在各種媒體上廣為
宣傳.

校友會準備了豐富的餐點,還有一些校友奉
獻點心水果等,使午餐物超所值！用餐時播放校
友錢林在台灣參加”七十週年全球校友回娘家
”活動和部分母校校慶大會的照片.並播四月二
日的庭園活動幻燈片.感謝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親蒞, 與我們一起用餐, 並予勉勵語. 接著黃會長

做了簡單的會務報告. 莊主任因需赴另一埸合提
前離開, 全體校友與主任合影後, 繼續節目. 播放
今日母校DVD, 然後進行”有問徵答”, 題目由
DVD 內容出,考驗大家的記憶力, 獎品是母校鄭
副校長託會長先生來美順便帶來, 有 ntnu logo
帽, ntnu 袋和ntnu DVD. 因時間緊迫, 只容許出
一兩個題目. 最後以抽籤方式決定, 有六位校友
幸運得獎.此時已接近一點半的演講時間, 雖然還
有節目, 迫於時間, 不得不匆匆結束.

在許多校友分工協力, 合作無間的幫忙下,
短短一瞬間, 會場一下子由聚餐現場轉為演講會
場, 校友們的高行事效率令人滿意.開放對外的
健康講座順利準時開始.切身的講題和有名的講
員吸引力了許多朋友聞訊前來, 一時將僑教中心
展覽室擠得座無虛席, 約有百餘位出席.

陳醫師和王博士兩位輪翻講解, 深入淺出,
材料豐富, 資訊新穎. 甚至涵蓋了昨日（6/10）

剛剛發表的重要資料. 在座會眾洗耳
傾聽, 非常專注. 連連作筆記.

先 由大腦構造和生理功能講到
病變如何形成, 如何用標誌測試症狀
, 特別強調病變可以從三,四十歲就
開始, 再經過十餘年逐漸顯出來. 因
而及早注意預防, 刻不容緩. 論到測
試方式有好幾種, 最新研究報告, 已
發展了準確度達百分之百的方法,臨
床應用指日可待.還詳細談到如何透
過良好生活習慣及均衡飲食來預防
及舒緩老人失智症的發生. 他們並帶
來 Medicare 在老人失智症影像測試
的最新訊息.

精彩絕倫一個半小時的講座講完, 大家反應
熱烈, 群起發問, 欲罷不能, 兩位一一悉心解答.
透過這個講座讓大家對愛茲海默症有了較深的

瞭解, 鹹感受益良多, 收穫滿滿. 感謝兩位專家帶
來的實用訊息, 也願大家活得健康愉悅.

（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2016年6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5 時在聖安東尼奧市 Cibolo Canyon

Community
Center
(3650 TPC
Parkway,
San Anto-

nio, TX 7826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居住於聖安東尼奧地區鄉親
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

，敬請攜帶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
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件，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
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
roc-taiwan.org/ushou）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或電話詢問
（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台灣同鄉會
羅會長麗明（1-210-315-4849）。

休士頓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慶祝母校七十週年校慶

圖為陳康元醫師（ 左立） 王琳博士（ 右立 ）上周六在師大校友會主講: 「 認
識阿滋海默症 」 。（記者秦鴻鈞攝）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在師大校友會
主講： 「 認識阿滋海默症 」

休士頓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慶祝母校七十週年校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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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 6 月 4 日舉行
2016 食品安全衛生座談會嘉惠大家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強調 , 民以食為天 , 食品安
全是僑胞最關心的議題 . 全僑健康日的團隊不
僅關心全僑健康 , 每年舉辦的講座都非常精彩 ,
每年都會針對不同食安問題提出討論 , 相信這
場座談會可讓僑胞對食品安全有更深一層認識 ,
也讓華埠食安問題得以有改善空間 .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2016 食品安全衛生座談會」於 6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會長施惠德醫師邀請到陳天生博士、常中政、黃純信
等三位專家，以不同領域來與僑界人士分享食品安全的觀念。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 , 李美姿副主任 , 趙婉兒 , 孫秀蕊 , 吳築君 , 孫紅濱 , 廖惠美 , 誌工們 , 主持人馬
健共襄盛舉。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致詞 , 食安是人民最關
心的問題 , 這代表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問題 , 食品衛生安全代表一
種信任 , 消費者需要信任製造商與業者 , 因此有效解決食安問題
就是必需取得消費者的信任 .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醫師
一旁安排幻燈片。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主講 [ 從保險看餐飲業的風險 ],
結合食安與保險知識。

環保專家陳天生博士主講「地溝油的壞
處」, 地溝油在 20 年至 30 年前的中國大陸 ,
臺灣與港澳地區非常普遍 , 至今也還有許
多地方使用這種劣質油 . 地溝油形成通常
是缺乏良好的衛生下水道 , 導致上面浮出
一層油 , 許多商家為省錢與方便使用這種
油的地下工業

資深餐飲業者黃純信主講 [ 中西餐廳食物處理之區別 ]、
他強調中西餐館間可以相互學習、借鏡。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醫師表示，
食品安全衛生是指食品中不應含有可能損
害或威脅人體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質或因
素 , 這些因素可能導致消費者急性或慢性
中毒或感染疾病及產生危及消費者和其後
代健康的隱患 . 民眾對於食品的安全衛生
越來越重視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於 6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僑教中心展覽室
舉行活動座談會議，由馬健主持。

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醫師邀請陳天生博士、常中政先
生、黃純信先生等三位專家以不同領域來和僑界人士分
享食品安全的觀念並針對活動內容進行探討。

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

2016 教育部獎學金
受獎生行前說明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 台北經文處 」 黄敏境處長（ 左五），國慶籌
備會主委趙婉兒（ 右五 ）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右
二 ） 與李雄（ 左三 ）率領的首次參加國慶籌備會的「 
李氏公所 」 年輕成員及其父母合影。

 今年國慶籌備會團隊合影。

 圖為「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前排中） 
與獎學金受獎生談話。

去年前年返台學習獎
學金受獎生三人現身
說法。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中） 與今年與往年獎
學金受獎生合影。（ 右一） 為「 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

去年曾赴台學習的獎學金受獎生介紹在台心得及見聞。

籌備會主任委員趙婉兒介紹今年的工作陣容。 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於周日（ 6 月 12 日 ） 下午舉行，
主任委員趙婉兒（ 前立者）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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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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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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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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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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 萬呎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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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son & Jean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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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自營
(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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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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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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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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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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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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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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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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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花如意」公寓毗鄰中國城商業中心。交通便利、環境優雅、管理完善。

買淩誌， 找“老馬”

（ 本 報 記 者 施 雪 妮 ）「 陽 花 如 意 」
（SUNBLOSSOM LOUISVILLE）是石山地產公司
在中國城的又一所公寓。它位於 中國城中心地帶，
背靠頂好商場，走路去超市、餐館、銀行、醫生診
所，步行至中、小學，門口有公車站，可以直達醫
學中心等地，可謂中國城區集購物、娛樂、交通的
黃金地段。

為了迎合大眾的需求，該公寓現在推出 11 套
全新裝修，有獨立洗衣、烘幹機配置的兩種戶型。
這種公寓的推出，有效地解決了洗衣烘衣需要到公
共洗衣房的問題，為住戶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11 套全新公寓還未正式推出，已經被預訂了部分。
如有需要的，請盡早聯系。

「陽花如意」有一 房、兩房多種面積戶型。一 
房一廳獨立屋，兩房一廳有大、中、小不同房型及
獨立的 townhouse 戶型，適合不同客戶的需要。「陽
花如意」雖為老式房子，但所用的建築材料質好且
經久耐用，房子的格局大氣，房子內部廚房與客廳
面積大，光線好，非常適合老人和有孩子的家庭居
住。公寓房子內的設施多已全面更新，新地磚、木
地板。公寓內部環境優雅，樓與樓之間空地大。

「陽花如意」現已有很多中國住戶。因地點優

陽花如意：
推出全新裝修，有獨立洗衣烘
干機配置的新公寓

（ 本報記者施雪妮） 用成語“老馬識途”來
形容淩誌車（Lexus）資深華人銷售馬田澤（Martin 
Ma）是再貼切不過了。

馬先生從事淩誌車銷售工作二十幾年，對每
款淩誌車的構造、性能、適用人群等了如指掌。
多年來，他始終堅持以客戶的需求和利益為出發
點，向客戶提供符合需求的產品。他善於根據不

同 人 的 職 業、 年
齡、愛好及具體要
求，挑選出客戶滿
意的最佳車型。馬
先生曾服務於休士
頓幾家大型豪華車
車行，所到之處，
皆以敬業精神強，
服務專業，銷售業
績大而為公司所器
重，同時馬先生辦
事認真負責，待人
和藹可親，服務熱
心周到 , 深受華人

客戶的好評。
淩誌車為原裝進口車，是目前普遍受歡迎的

中高檔車，自 1999 年起，在美國歷年的銷售量超
過奔馳、寶馬，成為全美豪華車銷量最大的品牌，
尤其是 RX, LX 等型號的車型，更受到華人車主的
青睞。淩誌車近年來專註完美、追求完美， 並在
油電混合動力、智慧化駕駛安全監測系統、自適
應雷達巡航控制系統、Remote touch 信息操作系
統等達到了高科技領先水平。

馬 先 生 服 務 於 STERLING MCCALL 淩 誌
車 行， 該 行 現 貨 供 應 或 預 定 淩 誌 全 線 車 系：
RX,LX,ES,GSL,SC 等，購買淩誌新車可享受 2 年
免 費 換 機 油 及 有 油 隔 服 務。 此 外，STERLING 
MCCALL 淩誌車行另有大量二手車供選擇。如想
查詢或購買淩誌車者請與馬先生聯系，馬先生精
通國、粵、英、泰語，請電 713-995-2667（直線） 
713-501-6888( 手機 )

Email:mma@smlexus.com
STERLING MCCALL 淩誌車行地址：10025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59 號南，8
號公路前）。

STERLING MCCALL 淩誌車 行 資
深 華 人 銷 售 馬 田 澤（Martin 
Ma）

勢，特別適合老人、剛來美的新移民家庭、留學生
和經商的生意人居住，尤其生意在 Harwin 和中國
城 的。因為　　居住在中國城附近，所以治安問題
往往是人們關註的問題。「陽花如意」有自動封閉
式電動出入門，並能記錄、檢測進入公寓內的車輛，
公寓內及周圍有警察安全巡邏，主要道路及停車場
均設有攝像監控裝置，以確保住戶的安全。公寓 24
小時全方位專業公司管理和維修服務，並有懂中、
粵、越、英、日語的工作人員全心為大家服務。辦
公室免費聯網 (WIFI).。

「陽花如意」毗鄰中國城商業中心，各種服務
設施完善，歡迎來電詢問特惠房價信息。欲進一步
了解「「陽花如意」公寓，請電 713-981-0137 或
親臨 9201 Clarewood Dr. Houston TX 77036

全新爐竈、冰箱、壁櫃、地毯、地磚。

全新衛浴。

買淩誌， 找“老馬”，準沒錯！

華夏學人協會和德州安徽同鄉會共同主辦
“可歌可泣的安徽抗戰”專題講座

第二十六屆“味全華夏杯”
乒乓球團體比賽

美南浙江同鄉會成立一年來，在全體理事的努力下，
努力為旅美鄉親和與家鄉合作辦實事、辦好事，特別是
在輸出海外優秀人才、商貿、傳統文化交流、友好城市
互動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目前美南浙江同鄉會已成為
增進旅美浙江人的聯絡、促進與家鄉的友好往來，為廣
大旅美鄉親融入社區的平台。

回顧過去一年，美南浙江同鄉會成功舉辦了成立大
會、浙江省海外人才對接、秋季 BBQ 燒烤、進出口法律
講座、理財貸款講座等一系列活動。在協辦 2015 浙江省
（休士頓）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中，
美南浙江同鄉會理事團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對接和接
待工作，為此次人才洽談會良好的現場交流和後勤保障
工作做出了貢獻。

旅居美國南部的浙江僑胞，身在異國他鄉，融入多
元社會，奮力拼搏，樂善好施，其中不乏各種感人之舉。
更有許多鄉親在服務社區和僑胞中默默奉獻著，都是同
鄉會的驕傲。

美南浙江同鄉會的會務不斷拓展，是鄉情把大家連
結在一起。同鄉會感謝海內外各級政府、各界人士、朋
友、鄉親們的大力關心和支持。展望未來，同鄉會要繼
續發揮紐帶和橋樑的作用，努力開拓、增進會務，為促
進中美友好合作和家鄉的經濟發展，科技、文化、商貿
的交流以及城市互動合作多作貢獻。

時值浙江美南同鄉會成立一周年，為加強浙江同鄉
凝聚力、合作和交流，將於 6 月 19 日在糖城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舉行一周年慶典，屆時請本會會員偕同家
眷光臨。活動中將為大家提供美味的食品，豐富的表演
節目和精美抽獎禮品。

時間：下午 6 時 30 分；
地 點：Sweetwater Country Club, 4400 Palm 

Royale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
聯繫人：張立成，832-282-4822，
zjsouthusa@gmail.com。

美南浙江同鄉會成立一年活動邀請（6月 19日）

六月二十五日早十點將由休斯頓華夏學人協會和德
州安徽同鄉會共同主辦“可歌可泣的安徽抗戰”專題講
座，由中國家庭式抗戰文物博物館”第一人張興華教授
主講。

現年 69 歲的張興華教授，安徽合肥人，清華大學畢
業，解放軍電子工程學院退休教授，中國電子戰專家、
抗戰文物收藏家、抗戰歷史專家、合肥市抗日戰爭歷史
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安徽校友會副會長，編寫出版
過《信息作戰史話》等多本著作。

 2006 年，張教授退休以後，潛心研究中國抗日戰
爭歷史，致力於收集抗日戰爭文物，為此跑遍了全國主
要抗日戰場遺址，10 年來從國內外征集到珍貴抗戰文物
600 余件，並利用家裏的半地下室，創辦了全國第一個家
庭式“抗戰文物博物館”，雖然只有 20 平米，卻裝著一
顆愛國心，當地民眾爭相觀展，還有家長和老師帶著孩
子前往參觀，讓孩子從小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學會面對
事實，尊重歷史。中央電視臺也曾對張教授的“家庭抗
戰文物陳列室”進行過專題報道。

華夏學人協會將於六月二十五日周六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主
辦第二十六屆“味全華夏杯”乒乓球團體比賽。本屆乒乓球比賽由
美國味全公司贊助，德州中文臺和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協辦，華夏
學人協會主辦。本次團體比賽將根據選手水平及自願報名的方式分
成 A( 高級組 ) 和 B( 中級組 ) 兩組進行比賽。A 組參賽隊伍有六隊，
B 組則有七隊。A 組和 B 組各分兩個小組進行循環賽，而後每組的

張教授熱衷於“宣傳抗日歷史，振興中華民族精神”
的公益活動，已在安徽許多城市開展宣傳過抗日戰爭歷
史、講演及文物展示等公益活動，受到廣泛歡迎。

2016 年 6 月中旬，張教授將遠赴加拿大渥太華、多
倫多、美國克裏夫蘭州立大學和休斯頓，巡講中國抗日
戰爭歷史。

6 月 25 日上午 10-12am，張興華教授將來到美國休
斯頓，為休斯頓的華人朋友帶來抗日歷史講座，題目為
《可歌可泣的安徽抗戰》，因為安徽曾是中國抗戰的重
要陣地。這場抗戰專題講座，旨在宣揚愛國主義情懷，
引導大家銘記歷史，緬懷先烈，告慰同胞，珍惜和平。
歡迎華人同胞屆時參加聆聽。

時間：6 月 25 日 上午 10-12am
地 點：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5905 Sovereign Dr, 

Suite129, Houston, TX 77036 
聯系人：方勝   電話：832-818-3176
聯系人：魏波   電話：713-205-1608

前兩名晉級半決賽，進入交叉淘汰賽。交叉淘
汰賽勝者進入決賽爭奪冠軍，負者爭奪季軍。

參賽規則：每個隊由 3-4 名選手組成，至
多一名選手超過 2400 分，每隊前三名運動員
總積分不超過 6500 分。凡沒有美國乒協積分

的參加者由比賽委員會根據其實際水平指定積分。比賽先二盤單
打， 再一盤雙打， 最後二盤單打， 先勝三盤的隊獲勝。每盤五局
三勝。比賽用新球 40+。

獎勵辦法： A 組前三名發給獎金（一二三名每隊獎金分別為
$200, $70和 $50）和3個優勝獎杯；B組的前三名授予3個優勝獎杯。

報名費：每人 15 美元 ( 包括午餐和飲料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 月 22 日。每組以報名先後循序到滿 12

個隊為止。參賽隊必需在報名截止前報名，以方便組織和管理。
地點：Texas Table Tennis Center (TTT)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

心
5902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 77036
時間：2016 年 6 月 25 日早 8：30， 星期六    
聯系人：方一川 Yichuan.Fang@gmail.com    
                           (404) 889-0919;
               趙世清 Zhaosq@yahoo.com  (678) 920-1040;
               魏  波 Weibo88@yahoo.com (713) 205-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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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主治項目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 診 時 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
兒

專
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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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移民體檢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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