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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斯縣地方檢察官Vince Ryan向華裔拉票
隨著11月8日美國大選不到兩周時間﹐正值德州提早投
票期間﹐許多候選人趁這時候作最後衝刺﹐現任哈瑞斯縣
地方檢察官 (Harri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Vince Ry-
an(右)競選連任﹐28日造訪美南新聞﹐闡述自己連任政
見﹐也簡短說明地方檢察官職責事項與未來政策規劃﹐積
極向亞裔社區拉票﹒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熱情接
待﹐簡介公司營運狀況﹒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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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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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金秋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10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3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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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1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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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ir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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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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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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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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f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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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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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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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免費結緣品： 佛書、善書、CD、VCD、MP3 、DVD、唸佛機
開 放 時 間： 週一公休

週二至週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
週日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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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121 Westglen Dr.
Houston, TX 77063

敬請常念

歡迎參與 念 佛 共 修 活 動
南無阿彌陀佛

休士頓淨宗學會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
www.amtb.org.tw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Houston

電話：Tel:713-339-1864
Fax:713-339-2242

59

(O)Tel/Fax:713-776-2771﹑(C):832-922-2497

休城恩惠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

小會書記 張榮森 長老

625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X 77036(頂好﹑王朝後面)

歡迎移民﹑探親﹑留學﹑觀光的鄉親一起來敬拜

E-mail GTPCHGRACECHURCH@GMAIL.COM

耶蘇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來就近我﹗我要給你安息

主日禮拜10:00AM 星期四晚上8時查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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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南無阿彌陀佛
www.amtb-aus.org

淨空法師每晚七點至九點
講大經解 歡迎點播

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教友聯絡:
Lawrence Hsu 徐冠中
713-822-8985 (C)
281-564-1832 (H)

徐卓越神父
281-575-8855

週末彌撒:
Sat. 5:30p.m. 英文
Sun 9:00a.m. 英文

11:00a.m. 中文

歡迎您來聽福音，一同敬拜事奉神

仁愛華人浸信會
TALLOWOO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牧師：李秋霖 REV. JASON LEE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
主日學 ：上午九時卅分
禱告會及青少年聚會：

禮拜五下午七時卅分
英語教學：

禮拜三早上九時卅分
地址：555 Tallowood Drive Houston, Texas 77024
電話：(713)468-8241 (281)579-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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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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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

M
em

arial
H

igh
School

G
e

ssn
e

r
R

d
.

B
e

ltw
a

y

E
ch

o

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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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1 月8日美國總統大選日僅剩十天決出勝
負，但無論是誰勝選，休斯頓的一家槍支銷售商都表示大
選之後將做一次全面促銷。

這家位於休斯頓西部的射擊中心（Boyert Shooting
Centers）已在路邊廣告牌上打出了11月8日之後全面促銷
的廣告。廣告上明確表示：“如果川普勝出，將展開大規
模促銷, 如果希拉里勝出，買槍的人士可以抓緊這個時機
購買，不要錯過。” 這家射擊中心包括兩家槍店，分別
位於休斯頓和KATY 兩個地點。

該射擊中心的業主表示，11月8日之後槍支銷售的價

格將要根據誰將勝選來決定，如果川普獲勝，槍支的銷售
價格將大幅下降，但如果希拉里勝選，促銷的將是一些可
選擇的常見的武器，一些攻擊性武器將不會打折銷售，由
於消費者擔心希拉里上台將有可能採取更嚴格的禁槍措施
，從而帶動一波新的槍支銷售熱潮。
從歷史上的情況來看，歐巴馬在2012年贏得總統連任後
，就出現了短時間內的購槍風，許多槍店的庫存告罄。

槍支銷售業對此次總統大選的結果表示樂觀，因為無
論是誰勝出，都會對銷售產生推動。

無論誰就任下屆美國總統 槍支銷售商都表示樂觀其成

（綜合報導）德州奧斯汀警方周四披露， 德州農工
大學（TexasA&M University）一個19 歲女生開車時用手
機自拍半裸照，不留神撞向一輛停著的警車尾部，當場被
警察逮捕。

據路透社報導，當地警局稱， 該女生名叫米蘭達•
雷德（Miranda Rader），其車中還放了一瓶開蓋的酒。事
故發生在本週三，地點位於休斯敦西北約100 英裏的該大

學附近。由於撞車力道相當猛烈，導致氣囊膨出。無故被
撞的警車內的警察向雷德走去時發現，她正在穿上衣。

警察在證詞中寫道：“我問她開車時為什麼不穿衣服
，她說，當時她看到了紅燈，所以抽空用手機自拍，並把
照片傳給她的男朋友。”

警方說，雷德因涉嫌酒後駕車被捕，其保釋金被定為
2000 美元。

德州農工大學女生酒後自拍撞上警車

（綜合報導）負責管理SAT考試
、總部設在紐約的非營利性組織大學
委員會調查後發現，全美2016年學費
和雜費持續上漲，上漲幅度在2.2%至
3.6%之間，超過了財政援助、家庭收
入、商品和服務平均價格的增長。
2016年公立四年制學院的學生在學費
、房租和飲食上的平均開銷為2萬90
美元。這比 2015-16 學年的 1 萬 9570
美元上漲2.7%，而今年私立學院學費
也比上一學年增加了3.4%至4萬5370美元。

該委員會還發現，大學助學貸款已連續第五年呈現下
降，2015-16學年學生和家長申請的助學貸款為1068億美
元，從2010-2011學年的1242億美元開始，學貸金額就一
直處於下降趨勢。

此次報告在總統大選即將舉行之前發布，而學費問題
勢必將成為候選人與選民關注的議題之一。許多人也正在
尋找解決方案，以緩解不斷升高的大學成本問題。民主黨

候選人希拉莉和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也都在計劃，去幫助苦
苦掙扎的學生及其家庭。

在七月，希拉莉已宣佈了一項免學費計劃，稱將為家
庭收入低於8萬5000美元的州內學生提供四年制公立大學
的免費教育，而川普也呼籲降低大學開銷，通過聯邦法規
降低學校的行政費用，並允許學生基於未來收益償還貸款
。戈德華特研究曾表示，導致學費上漲、生產率下降的第
三個有害因素就是行政費用大增。

大學學費上漲 學貸反降

lacking at home. He worked as a welder before 
starting an eyewear company that has close ties with 
China.
"We can be like a bridge. We understand China, we 
understand Australia and sometimes we can promot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promote the business. And for 
the moment, for example, a lot of Chinese business, 
they want to invest in Australia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local regulations and 
we can help," said Zhang.
But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Australia does have 
its challenges.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blocked 

the sale of key electricity assets to Chinese firms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Other areas of contention are prime farmland and real 
estate.
Helen Sham-Ho, one of Australia's first Chinese MPs, 
who served in the New South Wales parliament in the 
late 1980s, believes investors from China are making 
housing here increasingly unaffordable.
"This is bad influence and bad image for the Chinese 
though. They are not only just investors, some of them 
are residents or citizens admittedly, but they [have] 
got the money, they are so affluent, so they overbid 
all the locals. Of course, you get resentful because the 
market is no longer an Australian market, it becomes 
an investors' market or really a Chinese market. It is 
not fair for the locals," said Sham-Ho.
But Australia is increasingly a magnet for wealthier 
migrants from China wanting to be part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able and prosperous nation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Sydney (October 25, 2016) - In Australia, the Chinese 
are the third biggest migrant group behind the British 
and those from New Zealand. But the pattern of 
new settlement has changed in past decades.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re was an influx of those escaping 
Communism, while more recent arrivals are often 
wealthier, better skilled and are more sympathetic to 
the authorities back home. China is also Austral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Chinese New Year has become a glittering part of 
Sydney's social calendar.
There have never been more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in Australia.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in this country, 
going back to the Gold Rush of the mid 1800s. These 
days Australia is actively recruiting wealthier business 
migrants from China, as well as tens of thousands of 
students.
Wen Chen arrived in Australia three years ago and is 
a gradu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where she 
works as a special project officer at the China Studies 
Centre. She says she values her Chinese heritage.
"I am an advocate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all kind of knowledge and I am a proud Chinese 

By comparison, visitors to Lucky Dragon can start 
conversing in Mandarin with staff as soon as they walk 
in, he said.
“We’re trying to take [the Asian gaming experience] 
and bring that front and center instead of hiding the 
most valuable customer in a segregated portion of a 
large building,” Jacoby said.
Though Lucky Dragon will rely heavily on Asian 
American customers at first, its funding was largely 
drawn from mainland Chinese investors through the 
federal EB-5 visa program. The visa allows foreigners 
and their immediate family to gain permanent U.S. 
residency in exchange for a minimum investment of 
$500,000 that also creates American jobs.
Chinese 
investors have 
dominated 
the program 
nationwide, 
accounting 
for 80% of 
applicants 
awaiting EB-5 
visas. Though 
occasionally 
subject to 
fraud, the 
program has 
successfully funded a handful of mixed-used projects 
in New York, the JW Marriott hotel at L.A. Live and 
the SLS Hotel & Casino across from Lucky Dragon.
Jacoby declined to say how many Chinese investors 
are involved in Lucky Dragon, which is expected to 
employ 800 people. Jacoby also declined to disclose 
how much the project cost, adding that earlier media 
reports pegging the price tag at about $370 million 
were inaccurate.
The company hit a snag last year when it unsuccessfully 
sought tax subsidies from the city. But financial 
commitments from Weidner’s family and others put 
the project back on track.
Lucky Dragon isn’t the first Las Vegas resort to target a 
specific demographic. The Hard Rock Hotel & Casino 
and the Palms Casino Resort opened years ago catering 
to young partygoers and clubbers before eventually 
being overshadowed by larger competitors on the Strip 
such as the MGM Grand and the Cosmopolitan.
Lucky Dragon’s early backers even considered 
building an LGBT resort before settling on their current 
strategy, one they say will live and die on being able 
to deliver an authentic Chinese gambling experience.
“We set out trying to put together a place that would 
stand alone in Shanghai if you dropped it off down 
there today,” Jacoby said. “We didn’t want to [have] 
just gongs, Asian tapestries and caricature-stuff like 
that.” (Courtesy The Los Angeles Times) 

With their affinity for baccarat, the most lucrative game 
in Las Vegas, Chinese gamblers have long commanded 
special treatment — be it with private Chinese gaming 
salons, Lunar New Year festivities or performances 
from pop stars flown in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No one in Las Vegas, however, has built a casino and 
hotel strictly for Chinese visitors until now.
The Lucky Dragon Hotel & Casino is billing itself 
as Las Vegas’ first Asian-themed resort, funded in 
large part by Chinese investors. The property, set to 
open Dec. 3 with a traditional lion dance, will offer 
bilingual staff and signage, a luxury tea bar and a host 
of restaurants with food that wouldn’t look or taste out 
of place in Guangzhou or Shanghai.
“No General Tso’s or egg rolls here,” said David 
Jacoby,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for the resort, which left 
no Chinese superstition unturned.
The rose-colored resort’s front entrance is designed in 
a dragon motif. A feng shui master blessed its kitchens. 
The main bar is eight-sided for good fortune. And it’s 
hard to find a No. 4 on the property. The unlucky digit 
is absent from room numbers and the phone directory. 
The nine-story hotel even skips a fourth floor.
“This place is heavily feng shui’ed” Jacoby said.

With all that 
attention to 
detail, you’d 
think Lucky 
Dragon’s brain 
trust was born 
in Beijing. But 
the idea behind 
the 203-room 
boutique resort 
off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Las Vegas Strip was largely conceived by 
an American veteran gaming executive, Bill Weidner,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Las 
Vegas Sands Corp.
Weidner, an advisor to Lucky Dragon, is no neophyte to 
the Chinese market. He worked with some of China’s 
most powerful government figures to lead Sands’ 

expansion into Macau when the former Portuguese 
colony relaxed its monopoly on gaming licenses 
in 2002. Macau now generates nearly five times the 
gambling revenue of the Las Vegas Strip, forever 
changing the fortunes of the global casino industry.
Weidner was also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5.5-billion Marina Bay Sands in Singapore before 
leaving the company in a bitter dispute in 2009.
Weidner and Jacoby know major Las Vegas gaming 
resorts like the Sands’ Venetian, MGM or Wynn 
already cater to China’s high rollers with VIP parlors 
and relationships forged in Macau.
Lucky Dragon, though tiny compared with those 
properties, addresses what they see as a gap in the 
market: middle-class Chinese gamblers, Chinese 
Americans as well as the broader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Let them fight over the 1% and let us fight over the 
remaining 99%,” said Jacoby, who previously worked 
for Weidner’s firm, Global Gaming Asset Management, 
opening a casino resort in the Philippines.
That pool of Chinese gamers will almost certainly 
grow. On Dec. 2, Hainan Airlines will fly the first 
direct flights from 
China to Las 
Vegas’s McCar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Lucky Dragon 
guests are confirmed 
to be on that flight, 
Jacoby said).
Already, a record 
206,743 visitors from 
China traveled to Las 
Vegas last year, nearly 
double the number 
in 2010, according to 
the Las Vegas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Authority.
Meanwhile, ground was broken on another Asian-
themed resort, this one much bigger than Lucky 
Dragon. Resorts World, a Malaysian hospitality and 
casino giant with decades of Asian gaming experience, 
is spending up to $4 billion for a 3,200-room property 
on the North Strip that will feature Chinese architecture 
such as an ersatz Great Wall. It’s slated to open in 2019.
Plans are also underway to build a $2-billion resort on 
the Strip called Alon Las Vegas. The project is owned 
by Australia’s Crown Resort, who count Chinese 
gamers as a major source of business.
“It’s going to be even more of a competitive market,” 
said John DeCree, an analyst at Union Gaming in Las 
Vegas. “Everyone’s coming for the same customer. It’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Competition could also be fierce for Chinese high 
rollers, whose gambling activity has been curtailed by 
a slowing Chinese economy and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t home that, until recently, sent Macau 
gambling revenues into a two-year slump.

Las Vegas isn’t 
immune to those 
headwinds. 
After years of 
explosive growth, 
casinos on the 
Strip experienced 
a decline in the 
amount of money 
bet on baccarat to 
about $10 billion in 
2015. That’s nearly 
$2 billion less than 2014, according to the 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The casino industry uses the card game as a proxy 
for Chinese gambling activity because of its massive 
popularity within the culture. That’s both for practical 
and superstitious reasons. Baccarat has the best 
statistical odds of beating the house compared with 
other games. And as a game of chance over skill, 
baccarat also plays into Chinese fatalistic attitudes 
toward luck.
“The vast majority of baccarat play comes from the 
Asian market,” said Jacoby of Lucky Dragon.
Jacoby’s casino will offer seven VIP baccarat tables 
on a second-floor terrace with access to a vast menu 
of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n addition to live seafood 
flown i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operty will serve 
staples like congee, wonton noodles and dim sum.
Food is expected to be a big draw because Chinese 
vacationers overwhelmingly prefer their native cuisine 
over others.
Las Vegas has a 
number of well-
regarded Chinese 
restaurants such 
as Ping Pang 
Pong at Gold 
Coast Hotel & 
Casino, China MaMa in Chinatown and an outpost 
of Chengdu Taste, the San Gabriel Valley stalwart for 
Sichuan cuisine. High-end Chinese food is also served 
at high-roller rooms such as the Venetian’s Paiza Club.
No casino, however, boasts the concentration of 
Chinese restaurants that Lucky Dragon will, with five 
altogether. The hope is Chinese tourists staying at 
other properties will choose to eat — and gamble — at 
Lucky Dragon when they venture off the Strip.
The emphasis on food means Lucky Dragon’s owners 
can eschew things that aren’t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hinese tourists, like a whiskey bar or nightclub. And 
because Chinese tourists often don’t like to sunbathe, 
Lucky Dragon’s pool isn’t much bigger than the 
backyard variety.
Jacoby says his competitors on the Strip offer Chinese 
gamers a diluted experience by operating a handful of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parlors in mega-casinos that 
have to serve all manner of people, not just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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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rendering shows the Lucky Dragon hotel-casino in 
Las Vegas. Casino operators know there are no gamblers 
quite like the Chinese.

The Lucky Dragon Hotel & Casino 
is scheduled to open Dec. 3 with a 
traditional lion dance. (Photo/The Times)

American veteran gaming 
executive, Bill Weidner, former 
president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Las Vegas Sands 
Corp., conceived the idea of the 
203-room Chinese themed Lucky 
Dragon casino.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bars and 
nightclubs, the casino is prioritizing 
dining options. That includes a tea room,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Photo/The 
Times)

With 203 rooms, the hotel is small 
compared with many on the Strip. 
But with five restaurants, it offers 
more dining options than many its 
size. (Photo/The Times)

Chinese New Year Festivities In Sydney, Australia 

Las Vegas Set To Open A New Casino
Especially For Chinese Gamblers

Chinese Migrants Deepen China's Ties to Australia

A Chinese Marriage Made In The Desert?

(person) because I have a very positive perspective 
about Australian-China relationship and I feel good to 
help more people around me to get better knowledge 
about my country, so, yes, I am proud of that," she said.
The latest estimate suggests there are 1.2 million 
people of Chinese heritage in Australia, out of an 
overall population of 24 million.
James 
Laurences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says 
the patterns of 
migration from 
China have 
changed in recent decades.
"Earlier on it was mainly a humanitarian program - 
lots of Chinese immigrants coming under a refugee 
program, for example, in the late 1980s. Now it 
is firmly targeted towards 
skilled migrants and business 
migrants. So for example, in 
Australia we have a significant 
investment visa program, 
which is to attract overseas 
high-net worth individuals. 
90 per cent of the applicants 
coming into Australia through 
that program are from China," 
said Laurenceson.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does 
have a racist underbelly and 
a survey last year found that 
more than a third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say 
they had faced discrimination.
As well as prejudice, many 
older migrants from China 
had to overcome language 
problems and build new lives 
from scratch.
John Zhang was a scientist 
when he arrived from 
Shanghai in 1989 seeking 
opportunity that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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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將
於下月八日舉行，為了釐清華人的疑慮，不再跌入兩造候
選人的泥水戰中 ，休士頓 「華裔選民協會」 現任主席李蔚
華先生，昨天（ 10 月 28 日 ） 在美南新聞二樓會議室舉
行座談會，出席的包括僑灣社社長，糖城巿共和黨區委浦
浩德博士， 「80-20 」 負責人黃登陸，方宏泰，白先慎教
授，王曉明教授，作家馬德五先生，以及美南電視主持人
李堅強教授，常中政等人，而由李蔚華與常中政主持。

李蔚華先生在開場時指出，希望透過座談會喚起大家
對美國大選的注意。這麼多年來, 華人在美各領域皆頗有成
就，唯獨政治，仍在原地漫步。甚至遠不及越裔，美國大
選即將進行，事關我們華人在美地位及如何影響年輕華人
在這道路上繼續努力，乃如今努力方向。

主持人常中政表示： 美國華裔選票，影響總統大選不
大，民意代表更重要。很多職位我們可爭取到及長期培養
基層人才。

方宏泰認為： 我們要培養第二代參政很重要，第二代
比較適應美國社會。

李堅強教授認為應該讓子女多學一些Political science.
另外，王曉明教授鼓勵華裔一定要踴躍出來投票，浦

浩德認為： 不要去打擊別人，不要製造紛爭； 馬德五認為
： 不管什麼黨，只要是好人就支持他； 白先慎教授說：
這次大選種族問題尖銳化，遲早我們會首當其衝；李堅強
教授說： 我班上白人學生，明顯支持川普，新一代移民，
支持川普說，總有一天會反到我們身上來； 常中政說： 國
會議員的選舉這次更重要； 黃登陸說： 你一定要去投票，
那怕是投廢票； 方宏泰認為： 「不支持黨派，支持人」
這一點很重要。他認為 「華裔選民協會」 要發揮教育的功
能。黃登陸說： 「80-20 」 就不分黨派，二個黨派都希望
捧上去，呼籲華人要團結，要踴躍投票，學習黑人，傾巢
而出。

「華裔選民協會」 昨晚舉行 「 美國總統大選 」 座談會
華人要踴躍出來投票，及培養第二代參政是討論重點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名孫文、號逸仙
）出生於1866年11月12日，今年適逢中山先生
150歲誕辰紀念日，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發
起集合休士頓地區僑社其它社團，將一起在11月
12日舉辦一個紀念和致敬的活動，紀念活動是上
午10點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的前廳中山先生塑像
前擧行，儀式將包括宣讀紀念文、各團體或個人
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合唱 「總理紀念歌」，歡
迎各界僑團及僑胞們來參與致敬的活動。

中山先生不僅被中華民國尊為 「國父」，也
被對岸尊其為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他畢生為國家民族發展奮鬥犧牲的精神，值

得我們省思效法，今年又逢是他的150歲誕辰紀
念日，主辦單位將在紀念儀式過後，在僑教中心
二樓 203 室，作一個淺顯的學術座談，題目是
「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與世界其他政治制度的比

較」，主講者是中山學會的委員黃膺超，將會用
一些簡單明顯的道理與事實，來闡述中山先生的
政治理想；主辦單位中山學術研究學會並準備了
一些茶點，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座談交流。

日期：2016年11月12日（週六）上午10點
地點：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
中山學會主辦致敬儀式及學術座談

明湖合唱團和樂友合
唱團是再度聯合舉辦演唱
會，盛況可以預見。這次
的音樂會主題定為 「古往
今來」是有原因的，因為
本次演唱會所表演的曲目
含括了古詩詞，民謠，及
現代詩等類別。詩或民謠
都是人類文化的結晶，不
僅反映了當代人的情感，
更啟迪了後代的生活與思
維，所以不論唱的是古往
或今來的詩或謠，可預期
的都將給觀眾一場美麗的
音樂饗宴。節目一開始，由兩團合唱，陳
莉貞指揮她本人用古詩詞作曲的四部合唱
，有孟浩然的 「春曉」、蘇軾的 「大江東
去」、文天祥的 「過零丁洋」。之後，由
蕭輯指揮樂友合唱團，表演的曲目有貝多
芬原曲，徐武冠填詞的 「天空晴朗、春風
蕩漾」、選自馬斯卡尼作曲的歌劇鄉村騎
士，尚家驤譯詞的 「村民合唱」、另外一
首是 「德州黃玫瑰」。節目中間另有男聲

合唱及女聲合唱。下半場一開始，陳莉貞
指揮、由明湖合唱團演唱她用古詩詞作曲
的另外三首四部合唱，曲目是：蔣捷的
「聽雨」、李白的 「將進酒」、以及崔顥

、李白兩位詩人在不同年代填寫的 「黃鶴
樓」，她把兩首詩和詞融和在同一首曲中
，有交叉、有重疊，創意新穎、音韻流暢
。最後的高潮，由蕭輯指揮兩團聯合表演
三首現代的曲子 「大漠之夜」、 「雪花的
快樂」、 「春風在大地上行走」。

陳莉貞、劉虛心 供稿
連 絡 人: 明 湖 - 張 仁 慶

(281-488-5860) 樂 友 - 胡 宗 雄
(832-922-3870)

時間 ： 11月5日(星期六) 下午兩點到
四點

地點 ： 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13223 South West Freeway, Sugar Land

77478

明湖合唱團和樂友合唱團將舉辦聯合音樂會
音樂會主題 : 古往今來

圖為（ 左起） 方宏泰、浦浩德、白先慎、黃登陸、王嘵明、李蔚華、常
中政、李堅強昨天在座談會上，熱烈討論的情景。（ 記者秦鴻鈞攝）

駐休士頓辦事處以及休士頓僑教
中心關心聖安東尼奧僑社發展，休士
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陪同駐休士頓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林副處長於10月
26日中午宴請聖安東尼奧胡啟年僑務
諮詢委員伉儷、聖安東尼奧臺灣商會
徐前會長珍妮、聖安東尼奧華人協會
許理事超傑伉儷等人，黃處長、莊主
任感謝胡啟年僑務諮詢委員、台商會
以及華人協會常年支持政府協助推動
文化交流以及國民外交，胡啟年僑務
諮詢委員表示聖安東尼奧與台灣高雄
為姊妹市，聖安東尼奧台商會常居間
促成許多文化交流，在聖安東尼奧市
「不眠夜」﹝Luminaria﹞活動，台灣

工藝家 2011 年以台灣花燈文化特色創作大型花燈
「讓生命在發光」，讓參觀群眾為之驚艷，2012年

年則在大型鐘塔裝置花燈 「世界之眼」，不僅希望
喚起參觀民眾的熱情與記憶，也為台美兩國文化藝
術交流的加深關係。黃處長、莊主任表達肯定，並

期許胡僑務諮詢委員以及聖安東尼奧僑社繼續做為
台美間文化交流的橋樑，積極參與主流活動，駐休
士頓辦事處以及休士頓僑教中心將做為僑界最佳的
支援與後盾。會後，胡啟年一行至休士頓僑教中心
參觀，莊主任雅淑向渠介紹僑務委員會各項服務，
並研商明年僑界共同促進文化交流方向。

休士頓駐外館處、僑教中心關心聖安東尼奧僑社

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右4)、林副處長映佐(右1)、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
(左2)與聖安東尼奧胡啟年僑務諮詢委員伉儷(左4.5)、聖安東尼奧臺灣商會徐前會長
珍妮(左3)、聖安東尼奧華人協會許理事超傑伉儷(右2.3)等人合影

與聖安東尼奧胡啟年僑務諮詢委員伉儷(左1.2)、聖安東尼奧臺灣商會徐前會長珍妮(
左3)、聖安東尼奧華人協會許理事超傑伉儷(右2.3)參觀休士頓僑教中心與莊主任雅淑(
右1)合影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訂於中華民國一０

五年（2016年）＋月廿九日（星期六）下

午一時十五分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

，召開榮民節大會及下半年的慶生會, 並同

時收本年度的會員會費。

當天同時辦理收繳本年度會員會費 15

元及會員資料登記更新事宜 ; 請預先填妥

會員的資料普查表 ，請帶到會場辦理報到

，連同會費交給在場工作的服務人員。

隨後有擴大慶生會 ，為七至＋二月份

生日的壽星會員們慶生祝賀 ，壽星會員另

外可獲得一份實用美觀的生日禮物。會後

並備有便當、蛋糕、及茶水招待全體出席

會員。

恭請本會會員充分發揮愛護榮光會的

初衷 ，踴躍出席本月廿九日的會員大會 ，

並引介具有愛國家 , 念鄉土 ，共同理念的

同袍,朋友入會。

為方便會員們聯絡,謹將各地區的聯絡

人及電話,詳列於後,若有需要幫助的地方,盼

賜教.

西南區: 丁方印,電話,713-376-9028; 董

元慶,832-830-6588;禹道慶,敦瑝商場山水眼

鏡,713-774-2773,繳交年費亦可.

糖城:駱健明監事長,832-878-4184;張連

佑監事,832-868-6765.

夏 普 司 堂 老 人 公 寓: 董 媽 媽,

713-789-1751.

明湖區:高華鵬監事,281-760-3599.

中華民國休士頓榮光聯誼會全體理監

事 敬啟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

光鹽社於 10 月 22 日下午 2 時

至下午 4 時在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77036的光鹽社辦公室舉辦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邀請

健保交易市場指導員葉晉嘉為

僑界人士說明健康保險的有關

資訊，以及 2017 年新申請或

更新醫療保險需準備哪些資料

等，幫助僑界人士更加認識醫

療保險資源。

葉晉嘉健保交易市場指導

員介紹現在常見醫療保險與補

助的種類，如Medicare、Med-

icaid 及 CHIP 等，並且解釋申

請所需的門檻與條件。

其中使僑界人士較為關心的是在個人保險交易

市場購買 2017年保險應該注意的事項，如申請日期

為自今年 11月 1日至明年 2017年的 1月 31日截止、

過去已經在個人保險交易市場購買保險的民眾，若

未能在今年 12月 15日之前重新選擇，保險將自動更

新；而某些保險計畫或保險公司在 2017年終止；健

保交易市場指導員葉晉嘉強調，為避免保險斷層，

僑界人士可在 12月 15日前至保險交易市場更新個人

資料並重新選擇保險。

光鹽社舉辦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
健保交易市場指導員葉晉嘉為僑界人士說明健康保險的有關資訊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通知

B13醫生專頁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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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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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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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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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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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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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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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眼鏡專櫃，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59 & BEECHNUT ST.)

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optical
4675 HWay6 S.#B TX.77478
(281)277-6100
(HWay6 & Dulles AV.)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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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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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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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鍾正芳James Chuong, M.D.
美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美國內分泌及不孕症專科醫師

休士頓: 7500 Beechnut St., Suite 308, Houston
糖 城: 16651 Southwest Fwy, #200, Sugar Land
電 話: 713-771-9771 www.cooperinstitutearm.com

徵捐卵婦女(酬謝$5,000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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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美國內科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介入性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唐衍賢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心臟專科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Sherman Y. Tang, M.D., F.A.C.C.
心導管﹑血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安裝權威

心臟及全身血管阻塞（包括冠狀
動脈﹑頸動脈﹑腎動脈及腳部動
脈）高血壓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主
治

3527 Town Center Blvd.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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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六 2016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16



B5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6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16

圖為AHS Solutions 公司負責人Joshua Hall ( 右 ），及美南
電視 「 美麗家園」 主持人楊德清在 「 反暴力犯罪遊行 」
現場。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華人為抗
議近日來針對華人的暴力犯罪日增，不僅於
本月十五日在休巿蓋勒利亞區舉行反暴力犯
罪大遊行，還以實際的行動面對無處不在的
暴力犯罪。 「槍友匯」 的練槍行動正如火
如荼的展開，其中最實際的莫過於做好家庭
與商業防盜報警系統。由退伍美軍 Joshua
Hall 主持的 「AHS SOLUTIONS 」美軍家
庭與商業防盜報警系統公司，以最專業的技
術，最可靠的美軍團隊，為華人家庭和商戶
帶來最大的安全保障。

AHS 是完全由美國士兵組建的安保公
司，提供家庭與商業的防盜報警系統與攝像
監控，是休斯頓Top60建築商的指定防盜報
警系統，覆蓋全美43個州。採用美國最先
進頂級技術，20 秒內接警，基本套餐內含
雙套密碼防槍控，紅外夜視無死角勘測，防

割線液晶顯示器，高清晰門窗探
測器，可通話接警技術，手機操
控技術，鑰匙扣操控。還提供特
定產品如密碼門鎖，煙霧報警，
玻璃破碎探測器，高清紅外夜視
攝像頭等等。我們還提供免費上
門評估，為客戶量身打造最省錢
最合理最 安全的防盜報警系統。
提供中英文客服和接警服務。最
專業的技術最可靠的美軍團隊，
為華人家庭和商戶帶來最大的安
全保障！

AHS 防盜系統公司有多種保
安系統裝置，月費從$19.99 元起
，及多種不同價格的配套，請駕
臨 AHS 公司選購，地址：5210
Spruce St. Houston TX . 77401 ， 電 話 ：

（832） 422-7857， 或 （832） 886-3300 （
中文）

AHS 美軍家庭與商業防盜報警系統公司
以最專業技術，最可靠的美軍團隊，為華人家庭和商戶帶來最大安全保障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 多年來以其良

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

頓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並得到

了大家的一致好評。近年來該

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人銷

售和服務團隊。他們以最優惠

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

把經濟耐用，質量上乘的各種

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

面 前 。 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在獲得良好的經

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還積極

地支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

乓球運動的開展。由該公司贊

助主辦的第八屆“豐田杯”少

年乒乓球錦標賽將於 2016 年

11月27日（星期日）上午9：

30 在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舉

辦。屆時將有眾多的少年乒乓

球愛好者展現他們的球藝。此

次比賽的目的在於檢驗大休斯

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平

，培養孩子們積極向上和敢於

拼搏的精神，增強他們的體質

，並能在比賽中互相學習，取

長補短，共同提高，促進少年

乒乓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本次比賽也將得到在休斯

頓有著極佳口碑的知名診所許

旭東及陳永芳二位醫生的鼎力

相助。他們多年來一直關注並

積極支持和讚助大休斯頓地區

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

凡是年齡在 18 歲以下，身

體健康的少年男女乒乓球愛好

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 25

美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6

年月 11月 21日。超過規定時

間的報名者，報名費為 35 美

元。所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

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

。分A，B，C, D 四個組別。

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

進入相應組別。比賽採取 3局

2勝，每局 11分。比賽將使用

國際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豐

田汽車公司將為獲獎運動員提

供獎杯一座,並為優勝者頒發

獎金。同時賽事中為所有參賽

的運動員提供免費午餐和飲料

。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地

址： 5925 Sovereign Dr. Hous-

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541-3339 聯繫人：王教練

，手機：832-287-6688

第八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無

論自用或送禮，無論在美國國
內買禮物饋贈親友，或是寄回
國外遠方家鄉的親人，或返國
時親自攜回，位於王朝二樓的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都

是您既省時又省錢的購物的天
堂。在該中心不到半小時，所
有需要的用品，禮品，從健康
營養品系列，美國花旗西洋參
，到女士們各種美容化妝品，
以及打火機，剃鬚刀，瑞士軍
刀------- 一應俱全，遠勝
你一個人到Mall 去尋找，採購
一下午，買的還要精彩。再加
上該中心的負責人，講的是您
家鄉的語言，還能給您建議，
作您的免費採購顧問，結帳時
有時還能給些優惠，這些都是
外頭購物中心所不及的服務品
質。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的產品
包括：

健康營養品：大豆卵磷脂
，深海魚油，腦白金，強力保

肝靈，液體鈣，
美國螺旋藻，瑞
士羊胎素，護目
神，鯊魚軟骨，
神奇救心寶，綜
合維生素，深海
鯊烯，大蒜精油
， 巴 西 蜂 膠 ，
OPC.，極品活性
骨膠原，活心素，燈盞素，蘆
薈膠囊，前列康，大豆蛋白粉
，維生素B 群，銀杏精。

美國花旗西洋參：總統牌
威斯康辛州純正花旗西洋參，
參節，參須，參丸，多買多優
惠。美國許氏花旗西洋參，九
折優惠，許氏花旗參茶，蛋白
粉，靈芝膠囊，蟲草皇。

精美禮品：美國生產Zip-
po 打火機，七折優惠，買十再
送一。正宗瑞士軍刀$10 起, 美
國 AO 空軍專用墨鏡$49 每副,
精工 Seiko 全自動機械錶$65,
荷蘭飛利浦剃鬚刀。

美容化妝品：美國產美寶

蓮口紅$10/4 支，L’Oreal 歐
萊雅口紅，日霜，晚霜，眼霜
，抗皺霜，防曬霜，洗面奶，
面膜，均低於市價30%-70%。
法國 Lancome 蘭蔻香水，日霜
，晚霜，眼霜，香水套裝，口
紅，化妝品。伊麗莎白雅頓精
美香水套裝。Dior 迪奧，Estee
Lauder 雅詩蘭黛，Lancome 蘭
蔻，Givenchy 紀梵希，免稅店
特供套裝香水，各類精華素，
羊胎盤素，綿羊油等。

該中心供應：
營養美容系列產品
法國 Lancome 香水護膚品

化妝用品

法國 CD Dior 香水 護膚
品 口紅

Zippo 美國至寶打火機
Philips 飛利浦電動剃鬚刀
法國歐萊雅護膚品化妝品
Victorinox 正宗瑞士軍刀
美國總統牌花旗西洋參

美國許氏花旗西洋參
魚油卵磷脂 綜合維生素

心臟保健品 增強免疫力
關節保健品
美國產營 養保健品
養肝護肝保肝系列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213 ( 王 朝 二 樓)

Houston, Texas 77036
TEL: (713)988-5200 FAX:

(713)988-7222
www.ChineseGift.cc

外地遊客及本地人購物的天堂，所有系列產品應有盡有
一趟 「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採購，既省時又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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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發動機是汽車的“心臟

”，那麼平時車主要從哪些

方面保養好愛車的“心臟”

呢?

1.按照汽車廠家的要求使用

適當質量等級的潤滑油。

2.定期更換機油及濾芯。任

何質量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

過程中油質都會發生變化，

為了避免故障的發生，應結

合使用條件定期換油，並使

油量適中。

3.保持曲軸箱通風良好。現

在大部分汽油機都裝有PCV

閥，但竄氣中的污染物會沉

積在 PCV 閥的周圍，可能

使閥堵塞。因此，須定期清

除PCV閥周圍的污染物。

4.定期清洗曲軸箱。發動機

在運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

高壓未燃燒氣體、酸、水分

、硫和氮的氧化物經過活塞

環與缸壁之間的間隙進入曲

軸箱中，與零件磨損產生的

金屬粉末混在一起

，形成油泥。因此

，應定期清洗曲軸

箱，保持發動機內

部的清潔。

5.定期清洗燃油系

統，控制積炭的生

成，能夠使發動機

保持最佳狀態。

6.發動機水箱生鏽

、結垢是最常見的

問題。鏽跡和水垢

會限製冷卻液的冷

卻系統中的流動，

降低散熱作用，導

致發動機過熱，甚

至造成發動機損壞。所以要

定期清洗水箱，除去其中的

鏽跡和水垢。

7.保養三濾：三濾是指空氣

濾清器、機油濾清器及汽油

濾清器。三濾在汽車發動機

上對空氣、機油和汽油起著

過濾作用，從而對發動機起

到保護作用，同時也提高了

發動機的工作效率。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發動機保養秘訣

（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中國紅木傢俬景德鎮陶
瓷研究所精品展在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展覽促銷。在瓷
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但只有一家是正宗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被業界譽為當代官窯。這裏研
製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事國禮
清單特定，歷來都被視為“國瓷”。此次展銷的數十件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保存的一比一老釉宮廷陶瓷中，有幾
件是上個世紀70代輕工部為海外巡展特別製作的高仿作
品，歷代宮廷陶瓷監制羅老三傳人的老料仿古青花瓶工
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
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傢俬，難得的是
幾件上品海南黃花梨根雕，還有各種越南黃花梨家具套
組、大型博古架、貢臺、五鬥櫃、大型沙發組、餐桌組
、貴妃床等。各種金絲楠木大型根雕茶臺、中型茶盤、
小型果盤、平安扣、鎮紙等，各種黑檀木茶盤，應有盡

有。本次精品展出現的各種和田玉精美擺件也是休斯頓
首次亮相，品味不亞於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金開光八
駿圖瓷板畫、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
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均屬上品，讓你愛不釋手。整個精
品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等你收藏。因場地馬上到期
，現跳樓大甩貨，折扣最高達90% off，機會難得，不可
錯過這個收藏買進的大好時機。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人梁先生是古董瓷器
和玉器專家，為感謝海外華人華僑和熱愛中國精品的人
士的關愛，可以對您收藏的古董免費鑒定。感興趣者可
以直撥梁先生的手機電話832-412-0038。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
地址：914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

惠康超市旁邊)
電話：832-412-0038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90% OFF！

越南黄花梨博古架

B12醫生專頁

莊仲華醫師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9250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商場）
頂好診所 713.981.0988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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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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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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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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老年以後，身體各功能大大下降，比

如循環系統出現障礙，免疫力下降等，使老人

的健康和生命遭到各種健康隱患威脅。野花牌

綠蜂膠功能齊全，沒有任何副作用，是维护老

年人健康的佳品。

益血管：綠蜂膠有促進血液迴圈的功能，

素有“血管清道夫”的美譽。其中含有大量的

黃酮類物質和芸香甙能明顯降低血脂含量、降

低血管增厚變脆等風險；綠蜂膠還含有煙酸具

有降低膽固醇的作用。服用野花牌綠蜂膠，有

助穩定血壓，減少血管相關健康隱患。

益神經：很多老人都有出現失眠、記憶力

減退等現象，其實這些都是神經系統紊亂作的

怪。上了年紀，腸胃神經功能紊亂，就易得便

秘；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就易得失眠、神經衰

弱等。在臨睡前服用綠蜂膠具有安神助眠的作

用。

益免疫：免疫力低下，是老年人健康出現

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綠蜂膠是很好的免疫調

節劑，其中的黏多糖成分能有效的提高免疫力

，有助老人遠離健康威脅；同時還是高營養物

質，能從根本上改善老年人的體質。

益代謝：過多的自由基是導致衰老和身體

出現問題的重要因素。綠蜂膠能清除自由基，

延緩衰老，讓老年人的機體充滿青春活力，保

持旺盛的精力。

益營養：巴西頂級綠蜂膠是一種高活性的

營養物質，含有400餘種營養成份，且絕大部分

營養物質的配比都與人體十分相似，其中的氨

基酸、蛋白質都是以游離形式存在的，極易被

人體吸收。因此野花牌綠蜂膠可全面補充營養

，爲老人的健康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

益全身調節：綠蜂膠對老年人身體的調節

作用是全面、綜合的。許多中老年慢性病患者

身體大都患有多種問題，對於這樣的情況一般

很難找到一種可同時應用於多種健康問題的藥

物。而綠蜂膠正好彌補了這一空白，它可對人

挺進行全身多方位的調整，在輔助治療的同時

進行保健。

益長壽：一般常年食用綠蜂膠的老年人，

大多紅光滿面，精神矍鑠，反應敏捷，耳聰目

明。健康是長壽的前提，綠蜂膠首先可以幫助

老人降低健康隱患。不僅可以爲老人補充營養

要素，還能提高免疫力、增加新陳代謝、調節

內分泌，這些是長壽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也就

是養蜂人長壽的原因。

無毒副作用：多國權威實驗證明，野花牌

綠蜂膠是純天然，經過了嚴格的毒理試驗，沒

有任何副作用，成爲可供老年長期服用的保健

佳品。野花牌綠蜂膠是蜂膠之王, 每一滴“野花

牌綠蜂膠”，均爲國際GMP産品，淨濃度 85%

，類黃酮 7%, 酚多體 3.5%，數倍或數十倍于同

類産品，且不含酒精和蜂蠟等，自 1982年以來

受到全球消費者青睞, 是信得過的長盛不衰的保

健品。

加拿大 NPN#80006418· 美國 FDA 食品藥品

監管局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

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

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對老年人的益處

［本報訊］許氏參業集團創辦人及總裁許忠
政將於 11 月 19 日晚七時在休士頓的 Hilton Gar-
den Inn舉辦［花旗四十年，種參一世情］巡迴演
講會，與民眾分享創業甘苦與種參秘辛；現場並
首度公開展出入行四十年來個人珍藏的美國野山
參，價值連城，大開眼界。每場限額一百位入場
，並致贈許氏好禮福袋，同時還有機會抽中［傳
家寶］野參禮盒，民眾可要把握難得機會，儘早
電話報名免費參加。

許氏參業在四十年前由總裁許忠政與夫人許
聖美女士一手創建，篳路藍縷，幾經波折，極富
傳奇性的感人故事，都將在此次的演講會中娓娓
道來。從許總裁當初來美留學，基於孝親放棄政
府公職轉投花旗參行業的掙扎，到草創時期受到
白人排擠吃盡苦頭導致血本無歸，直至潛心專研
克服萬難，造就今日舉世聞名的花旗參王國；許
忠政本人更因種參知識淵博，被同業尊為［花旗
參教父］，並獲得眾多海內外獎項的肯定，堪稱
［華人之光］….這一路走來，實為移民奮鬥史的
最佳範本。相信在分享許總裁的創業甘苦之後，
定會深受感召獲益良多。尤其花旗參生性嬌貴，

成長不易，但在美國嚴明法規下，農藥與化肥
均有所限制，因此要如何培育出豐盛健壯的花
旗參，也是許忠政四十年來一路摸索實驗的獨
門心得，如今不吝公開分享，同時也將提供辨
識參類的技巧與絕竅，除可令大眾進一步了解
種參的艱辛，更能增長見聞，當作是在未來選
購花旗參的參考。

野山參自古以來被譽為［百草之王］［萬
藥之首］，向來是進貢皇室的稀世珍品，被全
球公認為最佳的天然補品。但由於野山參採收
不易，市場需求又相當熱烈，在物以稀為貴的
前提下，導至野參價格更是一路飆漲，甚至更
有百年野參在拍賣市場以百萬價格售出，堪稱
是［賽黃金］。而此次隨同演講會現場展出的
多株野山參，是許忠政首度公開四十年來的私
人收藏，不但大多超過五十年的久遠，甚至還
有十代同堂將近百年的稀有珍品，而且造型互
異，活靈活現，民眾如不親眼目睹，無法感受到
大自然的奧妙。

許氏參業在許忠政的帶領下已成為花旗參代
名詞，但許總裁仍自謙為一介農夫，或許正是如

此謙遜平易的性格，讓創業四十年的企業更顯厚
實；而許忠政一生的傳奇事蹟與種參經歷，更值
得您到現場親炙他堅毅不拔的風采。報名專線:
832.790.2838或上網www.hsuginseng.com

［花旗四十年，種參一世情］演講會
花旗參教父許忠政分享成功心得
四十年珍藏絕世野參展大開眼界

美南銀行成立于1997年,回顧十九年的耕耘歷程,美南銀行由
最初的近20名員工成行到今天成長為百人以上的專業團隊, 十九
年的風雨兼程,美南銀行經歷的不僅是員工數量的成長,更重要的
是 十幾年的實事求是,兢兢業業的經營,使得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
能做到不受任何外部環境變遷的影響,一直穩步扎實的發展。

秉持著“誠信第一,服務至上”的原則,在過去的十九年經營
歷程中,美南銀行在以李昭寬董事長及全體董事會成員的領導下,
銀行CEO , Mr. Gary Owens帶領全體員工, 始終秉持忠誠于客戶,
盡心盡力熱心服務社區, 以保護客戶利益為原則, 辛勤努力耕耘,
已發展成為在德州擁有多家分行和加州貸款業務辦事處。

近幾年,美國經濟不景氣,當前經濟低迷的狀況,給企業的經營
者帶來許多的困難,美南銀行能夠勇於面對市場的低迷, 全體董事
及經營者始終保持穩健經營，使得銀行穩步發展。經過多年的努
力, 如今, 美南銀行總資產額達3億6仟5佰萬, 2016年前三季銀行
淨收益269萬。

時間和實踐證明了美南銀行穩步發展的19年,是值得紀念和
自豪的19年。在美南銀行穩健發展、持續耕耘的十九年裡，始

終不忘回饋社會，熱心參與各種社區、社團公益活
動，積極給予人力及財力的支援。長期以來，不遺
餘力地給予各族裔的社團組織、低收入家庭孩童、
老年人、特殊兒童、弱勢群體關心和幫助。美南銀
行為鼓勵下一代，支持年輕人學習，每年頒發針對
應屆高中畢業生的獎學金活動，備受社會各界的關
注與肯定。

十九週年慶到來之際，美南銀行滿懷感恩的心
，感謝大家多年來對於美南銀行的相信和支持。未
來，美南銀行將不斷努力，持續以真誠與用心對待
每一位客戶的託付，創造更輝煌的成績。週年慶活
動期間，歡迎各界朋友蒞臨，共同分享歡慶喜樂的
時刻,美南銀行為回饋社會各界以及所有客人長期以來對於銀行
業務的關心和支持,將舉辦慶典活動：在11月3日下午1:30pm在
百利大道的總行將舉行建行19週年慶典活動,屆時歡迎各界朋友
蒞臨,以共同分享歡慶喜樂的時刻。

美南銀行商業貸款業務，包括機器設備貸款、週轉金貸款、

商業資產貸款、信用狀融資貸款。更有不動產貸款，例如購物中
心、旅館、汽車旅館、公寓貸款，包括建築工程貸款，及業主自
用倉庫或辦公大樓貸款等等。同時提供美國政府擔保的小型企業
貸款，美南銀行還提供定存抵押貸款，客戶可用在美南銀行的定
期存款為抵押貸款，讓您在時間倉促，機不可失的情況下靈活運
用資金。美南銀行存款受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 擔保。

美南銀行歡慶十九週年慶

糖城市中心吉屋租售

糖城市中心最好學區,4房3套半衛浴,2車庫,主臥室在一樓.近2,800呎.新油漆,新地板,廚房全
新微波爐及烤箱,Granite廚房檯面,屋況佳.社區高爾夫球場及游泳池,優美庭院,售價$359,000,月租
$2,650(包括屋內所有家俱),歡迎來電洽詢：Christi Yao 832-866-3333.MLS # 47572049

奧巴馬總統簽署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針對美國健康醫療體系提出多項

重大改革，其中一項是 2014年 1月開始實施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Health Insurance Market-

place)則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此法案使醫療保險更實惠(年度免費預防醫療服務)並提供財務補助

(Tax Credits)降低您的保費，2014年起，除了低收入、原住民、非法移民和監獄服刑者，所有人

都需購買健康保險。不購買者將繳付罰款，金額：2016年成人$695，小孩$347.5或2.5%家庭收

入(取罰款較高金額)。

今年的保險交易市場即將於 11/1/2016開始開放申請及更新至 1/31/2017截止，為了服務亞

裔社區民眾，光鹽社特別於十月下旬舉辦兩次醫保講座，一解民眾對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之疑

惑，並於11/1開始提供協助，光鹽社的專業導航員們將透過醫療保險交易市場，替民眾申辦最

符合個人需求的醫療保險。假如您對醫療保險有任何問題，歡迎參加本次講座或致電

713-988-4724，我們將非常樂意協助您！

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辦或更新你的醫療保險方案，光鹽社即日起開放接受預約，我們的服務

是免費的。

講座時間:2016/10/29 2:00~4:00 pm

主講人:鄧福真博士，CMS認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導航员，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教授

講座地點: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255,Houston,TX 77036

(中華文化中心2樓)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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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當前我國鋼鐵產品頻繁遭
遇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濟南玫德鑄造有限
公司歷時三年，最終在歐盟對華瑪鋼管件
反傾銷案件中獲得勝訴實屬不易。這是企
業自覺運用 WTO 規則抵制歐盟濫用“替
代價格”取得的重大勝利，意味著中國企
業完全有能力借助 WTO 規則維護海外市
場。10月初，歐盟委員會對來自中國、泰
國和印尼的瑪鋼管件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壹
案審結。濟南玫德鑄造有限公司終於迎來
了歐盟法院的勝訴裁決正式生效。這意味
著除了濟南玫德的進口商可以申請返還過
去三年征收的反傾銷稅外，歐委會還將在
不久後重啟調查，重新計算濟南玫德的稅
率。

這是中國企業在世貿組織（WTO）緊
固件案爭端勝訴後，自覺運用 WTO 規則
抵制歐盟濫用“替代價格”取得的又壹重
大勝利。在當前我國鋼鐵產品頻繁遭遇貿
易摩擦的背景下，這樣的勝利實屬不易。

回憶起這三年來的應訴經歷，濟南玫
德鑄造有限公司進出口業務部負責人張平
感慨萬千。“濟南玫德堅持上訴是因為我
們始終堅信公司的正當權益受到了侵害，
在正常價值計算和行業損害抗辯過程中遭
受了不公正待遇。事實證明，過去三年的
付出是值得的，我們有能力借助 WTO 規
則維護海外市場。”張平對國際商報記者
說。

深受其害對歐出口下降約40%
2012年2月16日，歐委會對來自中國、

泰國和印尼的瑪鋼管件發起反傾銷調查。
2013年5月13日，歐委會發布終裁，裁定
中國三家抽樣企業的稅率分別為 24.6%、
40.8%和 57.8%，非抽樣企業平均稅率為
41.1%，全國統壹稅率為 57.8%。其中，濟
南玫德的反傾銷稅率為40.8%。

中國沒必要玩數字遊戲
綜合報導 人們總是喜歡用懷疑

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而中國經濟連續三個季度增長

6.7%，更是引起了評論者們的質疑。

然而事實上，中國沒有必要在

GDP上玩弄數字遊戲。政府今年設定

了 6.5%~7%的靈活增長區間，而中國

擁有充足的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財

政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來使經濟增

速保持在這壹區間內。

平滑數據似乎是最簡單的方法，

但政府十分清楚，這是壹種自欺欺人

的做法，最終會損害結構性改革和長

期經濟增長。

誠然，確實有壹些數據造假的案

例，尤其是地方政府。為解決這壹問

題，中國去年采取了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的標準來加強數據系統，國家統計

局官員獨立采集地方數據以保證其準

確性。

而且，中央政府正在逐漸減少只

通過GDP表現來評估地方官員，進壹

步降低了數據造假的可能性。連續三

個季度經濟增速相同顯然是壹個巧合

，中國擁有穩定的經濟的現象不足為

奇。有壹些數據是特別難操縱的，如

發電量、貨運和物流量，而這些數據

都顯示（中國經濟的）平穩跡象，顯

示出制造業活動和消費的復蘇。

不管怎麽樣，中國將繼續推進改

革，同時保持經濟擴張。中國經濟再

平衡和持續增長究竟是奇跡還是海市

蜃樓，將由時間來證明，而不是分析

師。

匯率是否撥動了外貿企業心弦？
綜合報導 進入 10月以來，人民幣匯率中間

價先是跌破 6.7關口，而後持續下挫，連創今年

新低。10月26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6.7705，

升值39個基點，迎來4天以來的首次上調。人民

幣匯率波動給外貿企業帶來了哪些影響？對於人

民幣 10月 1日起進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

子壹事，外貿企業又是如何看待的？其對未來人

民幣結算抱有哪些新期待？

在第 120屆廣交會上，廣東東寶集團有限公

司總經理鄭建林告訴國際商報記者，目前公司在

外貿結算方面主要使用美元，壹方面是因為全球

市場對美元存在壹定的“依賴性”，使用美元作

為結算貨幣已經成為壹種習慣；另壹方面，人民

幣匯率的穩定性有待提升。“人民幣‘入籃’對

於外貿企業而言是件好事，使用人民幣結算有助

於企業防範匯率波動風險，但大規模使用人民幣

結算可能還需要壹段時間。”鄭建林坦言。

山東銀鳳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進出口處

處長陳祖坤表示，現在願意接受人民幣結算的客

戶不多，公司目前還是以美元作為主要結算貨幣

。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對國內外貿企業來說

十分便利，但對境外客戶而言還存在壹些不便之

處。近期人民幣貶值對公司出口業務較為有利，

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客戶開始積極與公司探討使

用人民幣結算的相關事宜。

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樂能玩具有限公司海外

銷售經理黃明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公司

的影響有限，公司會定期召開專門會議對人民幣

匯率波動情況進行研討，制定相關風險防範措施

與對策。談及人民幣“入籃”，黃明表示，“這

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

我們也很期盼人民幣能夠早日成為被廣泛使用的

結算貨幣”。

中盧金融合作未來可期
綜合報導 相比於鄰居德國、法國和

比利時，盧森堡可謂是地地道道的小國

。然而，就是這個歐洲內陸小國，卻在

歐洲金融市場占據重要地位：盧森堡是

公認的全球跨境投資中心，其資產管理

規模超過3.4萬億歐元，是歐洲最大的投

資基金中心，全球排名僅次於美國。

10 月 25 日，盧森堡基金行業協會

（ALFI）主席丹尼斯 · 沃斯（DeniseVoss

）在北京接受國際商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盧森堡與中國的金融合作由來已久。

在歐中經貿關系不斷發展的今天，盧中

金融合作可以向更寬領域邁進，盧中金

融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英國脫歐影響有限
隨著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的產生，投

資者不得不著手應對歐洲金融市場格局

的變化。對此，沃斯卻頗為淡定。她認

為，英國脫歐對盧森堡金融市場沒有太

大影響。“盧森堡依然是英國重要的合

作夥伴。事實上，在盧森堡註冊的基金

中，17%是由英國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規模大約為6140億歐元。”

沃斯表示，即使英國退出歐盟，英

國的基金管理人仍然會選擇盧森堡作為

基金註冊、分銷的平臺，畢竟盧森堡仍

是歐盟成員，且其作為歐洲最大投資基

金中心的地位沒有改變。她相信，盧森

堡“仍然會是英國的夥伴”。

不過，沃斯並不否認，英國脫歐可

能會給盧森堡帶來壹些機會。“壹些投

資者原本選擇倫敦作為其進入歐洲的落

腳點。現在，他們可能需要重新考慮。

我希望這些投資者，特別是中國投資者

可以選擇盧森堡。”

資料顯示，600多家基金發起人正將

盧森堡作為平臺來註冊基金，隨後向世

界各地的零售客戶、高凈值客戶和機構

投資者進行發售。

由 380 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約

3900個投資基金在盧森堡註冊。各國資

產管理人在盧森堡管理的基金資產規模

約為 26萬億元人民幣，而在中國這壹規

模大約是 15萬億元人民幣。“雖然盧森

堡是個小國，可我們的資金管理規模可

不小。”沃斯對此很是驕傲。

雙邊合作機會不少
談及與中國的金融合作，沃斯強調

，這是壹個逐漸推進的過程。

1979年，中國銀行便在盧森堡設立

了其海外第壹家分行。目前，包括中國

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招商銀行和交通銀行在

內的 6大中國銀行均把歐洲總部設立在

盧森堡。

盧森堡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金

融環境、多元文化及多語種人才優勢、

政府對金融業發展的支持都使其成為人

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平臺。

近年來，盧森堡不時出現在中國金

融業者的視線之內：2011年 5月，大中

華區以外首支商業點心債券在盧森堡上

市；2013年 11月，盧森堡金融監管機構

CSSF批準了UCITS（歐盟可轉讓證券集

合投資計劃）框架下的首支RQFII（人民

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基金；

2014 年 11 月，CSSF 批準首支盧森堡

UCITS基金通過滬港通進行交易。

不過，作為盧森堡基金行業協會主

席，沃斯對盧中兩國的基金合作有著更

大的期望。“盧森堡雖然是歐洲最大的

投資基金中心，但在盧森堡的基金資產

中，中國資產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比例非

常小。”沃斯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以往

中國的金融機構在盧森堡的業務重心集

中於信貸、貿易融資等領域，而基金業

務發展較晚。不過，隨著人民幣國際化

步伐的加快，她認為，基金領域將成為

盧中金融合作的潛力所在。

沃斯告訴國際商報記者，2015 年 4

月，盧森堡獲得了 500億元人民幣RQFII

額度，在獲批之後的3個月內，就有20%

的額度被分配了出去。“這說明投資者

對與中國有關的產品非常感興趣。”她

認為，從這個側面可以看出，境外投資

者對中國市場充滿熱情。在這種情況下

，盧森堡基金市場希望憑借自身優勢，

吸引到更多中國業者的註意，包括投資

基金和另類基金在內的多種產品可以在

盧森堡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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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山東省東營市田青雲副市長率能源企業商務訪問團歡迎茶會
休士頓西南紀念醫
院副院長豐建偉博
士（ 左一，立者）
，以主辦人，場地
東主身份致詞。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大會現場介紹每一位代表團成員。

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 後立者 ） 致詞。

「蘇通輪胎 」 負責人賀慶生先生（ 左），楊芝
素女士（ 右 ） 致詞，介紹該公司業務。

東營代表團代表致詞。

訪問團成員多為
山東知名企業的
董事長或老總，
在會上一一介紹
。

賴清陽大律師報告（ 中資企
業收購美國企業的戰略簡介
） 並介紹該公司主將們。
（右排立者）

主持人美齊（後立者）介紹出席貴賓，（右起 ） 大休士頓
商會沈健生，賴清陽大律師，山東東營市副市長田青雲及美
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商會座談會系列：房屋檢修 ---白釗民先生主講
與會員們及僑界人士分享房屋結構、地基、節能、蟲害維護等常識嘉惠大家

休士頓台灣商會10月
23 日下午舉辦 「房屋
檢修」 專題講座，梁
慶輝會長、周政賢副
會長,徐世鋼理事邀請
專家白釗民與會員們
及僑界人士分享房屋
結構、房屋地基、節
能建築、白蟻蟲害維
護等常識，僑教中心
教室座無虛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梁慶輝夫人陳美雲
歡迎會員王妍霞來出席 「房屋檢修」 專
題講座並聆聽專家白釗民深入淺出主講

白釗民專家推薦Termidor和Taurus等數種消除白蟻危害
有功效的藥劑，可是專家白釗民強調，白蟻的種類多種
，因此當一種藥劑沒有效果時，可以考慮換另外一種使
用，以確保自家屋內的白蟻能消除乾淨。休士頓台灣商
會會長梁慶輝、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專心聆聽.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10月23日下午1時30分到3時30分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辦 「房屋檢修
」 專題座談會,梁慶輝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徐世鋼理事邀請到專家白釗民來與會員們及
僑界人士分享房屋結構房屋地基、節能建築、白蟻蟲害、老鼠為患維護等常識,前會長林
飛虎、張世勳、陳志宏,理事林重光、簡文雄、古玉枝、廖珮君、楊禮維、劉文正、秘書
呂明雪等,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華美中醫學院梁慎平院長、宋明麗 、陳建賓、味全公司
陳前總經理、吳而立、婦女工商理事鄔逸卉、金俊家、會長羅茜莉、前會長陳美雲等共
襄盛舉

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長,周政賢副會感激僑教中心莊
雅淑主任提供好場地並感謝大家參與並熱烈提問,宣佈12
月將舉行地基講座.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一致贊同.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致詞,對休士頓台灣商會舉辦如此有意
義的座談會,讚美有加.大家經過專家白釗民深入淺出講解
,更進一步了解,獲益匪淺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10月23日下午1時30分到3時30分在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77042的僑教中心203室舉辦 「房
屋檢修」 專題座談會，梁慶輝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徐世鋼理事
邀請到專家白釗民來與會員們及僑界人士分享房屋結構房屋地
基、節能建築、白蟻蟲害、老鼠為患維護等常識，並現場回答
與會人士問題， 講座吸引相當多僑界人士，座無虛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徐世鋼理事介紹主講人專家白釗民來與會員們及
僑界人士分享房屋結構房屋地基、節能建築、白蟻蟲害、老鼠為
患維護等常識

B10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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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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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服務範圍：
補牙、拔牙、安裝假牙、牙齒美容、牙週病、牙床外科手術、根管治療、最新特殊技術、
牙齒漂白、以最新式科學儀器為大家服務。
週 一：8:30AM-4:00PM
週 二：8:30AM-12:30PM
週 三：8:30AM-6:00PM
週 四：2:00PM-6:00PM
週 五：10:00AM-5:00PM
每隔週六：9:00AM-12:30PM
通國、潮、泰、英語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ellaire
B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6901 Corporate Dr., at Bellaire,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F.A.G.D. (713)779-9281
預約專線：

接受保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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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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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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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
亮 珍 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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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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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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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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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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6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16

聯邦公告10月24日公佈，
將於12月23日正式調漲移民申
請費用。綠卡延期的申請費
（I-90）將從$365 漲到$455，
另加指紋費。 H-1B， H-2B
， L-1，E, TN， O， P 等工
作簽證申請費將從現在$325漲
到$460。親屬移民(I-130)申請
費將從$420 調到$535。遞交調
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
申請費也從$360調到每份申請
$575。 職 業 ( 勞 工) 移 民 申 請
(I-140)申請費將從$580調到每
份申請$700。申請綠卡調整身
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將從
$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
括指紋費)。拿到婚姻臨時綠卡
後申請轉成正式綠卡，申請費
則從$505 漲到 595(不包括指紋
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
$380 漲到$410。指紋費$85 不
變。公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包括指紋費)。投
資移民申請費I-526從$1500漲
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卡轉
成 正 式 綠 卡 ， I-829 申 請 費
$3750 不變。投資移民區域中
心I-924申請費從$6230調漲到
$17,795。移民局還提出一項新

的收費，將I-924A的投資移民
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
。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
是2010年11月。更多移民申請
費用調漲前後對比如下：

I-90 綠卡補發或延期 365 to
455
I-129 工作簽證 325 to 460
I-129F 未婚妻簽證 340 to 535
I-130 親屬移民 420 to 535
I-131 回美證 360 to 575
I-140 職業移民 580 to 700
I-290B 上訴 630 to 675
I-485 調整身份 985 to 1,140
I-526 投 資 移 民 臨 時 綠 卡 1,
500 to 3,675
I-539 身份轉換 290 to 370
I-601 豁免 585 to 930
I-751 婚姻移民臨時綠卡取消
條件 505 to 595
I-765 工卡 380 to 410
I-824 要求對已批准案件進行
下一步 405 to 465
I-829 投資移民臨時綠卡取消
條件 3,750 to 3,750
I-910 申請成為移民體檢醫生
615 to 785
I-924 9 區域中心申請 6,230 to

17,795
I-924A 區域中心年費 0 to 3,
035
N-400 公民 595 to 640
N-565 補發公民證 345 to 555
指紋費 85 to 85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日前宣布，2016 年 4
月份前五個工作日內共收到
236,000份的申請，並已經完成
了抽籤程序，選出了 65,000 個
常規申請和 20,000 個留給在美
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申請。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
被抽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
。移民局將會不晚於5月16號
開 始 審 理 要 求 加 急 處 理 的
H-1B 申請。收據也將在 5 月
16號之前陸續寄出。
移民局關於此新聞的官網鏈接
是 ： https://www.uscis.gov/
news/alerts/uscis-com-
pletes-h-1b-cap-random-se-
lection-process-fy-2017
2. 美國最高法院6月23日作出
判決，奧巴馬總統通過行政法
案推行移民改革的方案因為 4
票對 4 票的平票結果，未能得
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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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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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於今天作出
最後裁決，未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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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將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申請費

鄢旎律師

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4You為您籌謀一切

未知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 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
3: 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 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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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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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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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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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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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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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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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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

官方微博 10月 25日報道，10

月 19日，內蒙古正藍旗洪圖

淖爾出現候鳥陸續死亡事件

，已累計發現候鳥死體 259

只，其中小天鵝 233 只、綠

頭鴨 26只，均為國家二級保

護動物。內蒙古權威檢測機

構在送檢死體樣本體內檢出

高毒殺蟲劑克百威成分，初

步認定為人為偷獵投藥所致

，為刑事案件。

10月25日，固定籠子的工作人員。當日，雲南野生動物園長頸鹿搬新家，吊車卡車齊上陣。

摩蘇爾收復戰持續
民眾逃離戰區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24日，伊拉克摩蘇爾市南部蓋亞拉鎮，摩蘇爾收復戰持續。壹個伊拉

克家庭從戰區逃離出來，在他們身後，戰場的硝煙遮天蔽日。

當地時間
10 月 25 日早上
，土耳其重要
旅遊城市安塔
利亞商會停車
場發生爆炸。
據目擊者稱，
大量救護車正
在趕往現場。

澳大利亞夢幻世界主題樂園發生事故導致數人遇難

當地時間 10月 25日，位於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黃金海岸附近

的夢幻世界主題樂園發生事故，

導致至少 4人遇難。澳大利亞警

方發布的聲明稱，警方接到報案

稱多人受傷，於當地時間下午

14時 20分左右趕到事發地點。

警方消息稱，已經確認 4名成年

人在此次事故中遇難。警方和其

他緊急服務部門仍在現場，在現

階段不能提供進壹步資料。

雲南長頸鹿搬家
吊車卡車齊上陣

土耳其安塔利亞商會
停車場發生爆炸

內蒙古259只候鳥死亡！
檢驗機構：人為投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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