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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於周四晚間7時30
分﹐以近來最熱門三大新聞主題﹐「攻佔媒體頭條的三個
女人」包括希拉蕊「電郵門」風暴再起﹔南韓總統朴槿惠深
陷「閨密門」風爆以及洪秀柱赴大陸「洪習會」等新聞勁爆
新聞話題做探討﹒節目由名嘴常中政(中)與休士頓大學
城中校區教授李堅強(右)主持﹐並邀請Humble EL Dora-
do MUD會長黃登陸(左)擔任嘉賓﹐一起與觀眾關注熱門
新聞話題﹒錯過這次播出的觀眾﹐節目隔周播出﹐周四晚
間7時30分播出﹐隔天周五下午1時晚間重播﹐敬請準時
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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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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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have some 

nice furniture...

I want to
go furniture
 shopping!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Tuesday, November 8

BIGGEST
E L E C T I O N  S A L E  E V E R  

Now that is something we both can agree on! PAID FOR BY NOËL HOME LUXURY LIVING
LEARN MORE AND TAKE ACTION AT NOËL FURNITURE TO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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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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金秋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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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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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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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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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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些 時 ，
有幾位社友去
西藏旅遊，回
來發表了幾篇

遊記， 筆者剛剛從大陸旅遊回來，也發表一些
自己的一些旅遊觀感吧 。我喜歡把去大陸旅遊
譬喻是吃燒餅油條，久不吃又想吃， 但吃了以
後又總會有些反胃和不舒適的感覺。

我和內子二人，擬定一個旅遊行程，洛杉
磯飛北京， 辦一些私事後次日飛武漢， 參觀黃
鶴樓和東湖公園然後坐動車去宜昌， 搭乘總統
八號遊輪上行到重慶，遊大足石刻，乘坐高鐵
去成都， 參加樂山大佛和峨眉山旅遊，之後坐
飛機回北京再回來美國， 全程兩個星期。

武漢，成都，重慶和三峽，筆者個人早在
三十年前就去過， 那時脩大壩正在熱烈討論爭
議中，當時筆者就許願， 希望大壩工程修好，
要重遊一次三峽，這次的安排， 算是完成了個
人的願望。當年搭乘的是渝江輪， 除了幾間有
床鋪的二等艙外，其餘是三等艙， 乘客們人擠
人躺在甲板上，好像被販賣的黑奴一樣；如今
的總統號遊輪，客房如同旅館房間一樣，裡面

廁浴俱全，非常舒適， 船上有大餐廳，劇院，
健身房，游泳池， 遊客大多數是大陸各省來的
，外賓人數可能不及兩成， 中國人三十年來，
從貧窮困苦到富裕小康， 由三峽過客可以看出
一些端倪。

三峽大壩工程的宏偉令人震撼， 三峽人家
和神農溪風景的秀麗令人神往，白帝城的歷史
背景， 酆都鬼城的傳奇故事，三峽四天遊確實
不虛此行。但大壩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確定的
，至少你我再也沒有機會去感受 「兩岸猿聲啼
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那種詩情畫意了。黃
鶴樓， 大足，樂山，峨眉山的風光，如果讀者
們有興趣可以去百度一下， 筆者就不一一陳述
了，因為那些不是我寫文章的重點， 我想寫的
主要是一些旅遊的感受。

中國這些年推行的扶貧工作，少數民族受
益是顯著的，這次旅程中， 從山峽景區內的土
家族，峨眉山區的彝族人民交談中， 知道他們
心裏對中共是感恩戴德的。少數民族多數是農
民， 中共建黨之初，就是要解決中國的農民問
題， 扶貧項目可能是這個政策的延伸吧。

有句俗話，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中

國人民素養的進步是遠遠跟不上整個國家在硬
體方面的進步； 講話的尖酸，看人的白眼，爭
先恐後，喧嘩吵閙，仍然隨處可見， 但可喜的
現像是年輕一代，言行舉止較前幾年有了很大
進步，禮貌， 讓座，當自願者在街頭服務已經
成為風氣， 中國成為文明社會的日子應該不會
太遠了。

中國大陸有一個奇特現象，就是一般人民
族主義高漲，認為 「老子天下第一」，但也有
很多人表現非常崇洋，小黃毛頭到處都是， 許
多人身上T恤上印的是不知所云的洋文，真的
是人各有志？每次來中國，我都會想到錢鐘書
「圍城」裡的那句名言： 「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是的， 有許多外國人
到中國旅遊經商闖天下，但更多的中國人，無
論窮富， 都想盡辦法要到國外去安身樂命，不
願留在國內做 「中國夢」， 這種現象的確有相
當程度的諷刺性。從 「圍城」想到 「危城」，
中國雖然已經是超級大國，但內有藏獨，疆獨
，臺獨， 港獨等分裂勢力，外有西方國家的虎
視眈眈，危機四伏， 如果不靠老共的堅強組織
和它強大動員能力， 中國是沒有辦法繼續保持

進步強大的。
離開大陸和臺灣久了，回到那兒總有點既

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每次到大陸和臺灣，都有
一種同樣的感覺， 就是那兩個地方的人都沒有
把我們當自己人看待； 回到我們落地生根的美
國才有一份真正投入的安逸， 但除了納稅投票
之外，又總覺得美國並沒有完全接受我們。像
我們這一群在大陸出生，在臺灣成長，在美國
終老的所謂 「最後的內地人」，被認為是失落
的一代，但筆者並不認為我們失落， 反而認為
我們是最幸運的一代，幼小時逃離大陸， 躲過
了共產黨的三反五反，在國民黨統治下， 在臺
灣享受了苦中有樂的青春歲月，在美國最強盛
的大時代（ great society )來到美國打拼，上天給
我們的安排是一個接一個的好運； 我們這群三
不像的人，使我聯想到有一個三不像的神獸
「麒麟」， 我們這失落一代，何不稱自己為神

人呢？據說神獸麒麟出現處必有祥瑞，憑著我
們對大陸， 臺灣和美國的感念和熱愛，在我們
這群神人努力下，也許會為美國， 大陸和臺灣
帶來一片祥瑞呢……

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範湘濤

來美國定居20年，每
次投票都投票給共和
黨，因為民主黨已經

把美國推向死胡同，民主黨為了討好黑人和西班
牙人，不管華人利益，大搞種族歧視，在全美鼓
吹大學入學平權法案，華人不管你學習成績有多
好，大學只錄取30%名額，其餘配額全部留給黑

人和西班牙人，不管他們
考試成績比華人差，嚴重
傷害華人利益。另外民主
黨大力支持邊境開放，鼓
勵非法移民，造成大量非
法西班牙人和中東難民湧
入美國，對美國社會保障
和醫療資源還有學校造成
嚴重衝擊，到頭來嚴重威
脅美國國家安全，恐怖襲
擊和社會形勢每況愈下，
到頭來我們華人就是受害
人，被搶被殺。過去的8年
，在民主黨奧巴馬的領導
下。美國社會經濟一蹶不
振，4800 萬美國人領糧食
券。在他的領導下，種族
關係也越來越差，黑人已
經公開在全美多次殺害警
察和打砸搶，美國法制精
神被嚴重破壞，民主黨這
個黨，為了贏得選舉不擇

手段， 不管黑人和西班牙人幹什麼， 他們都不
會干預，因為民主黨需要他們的選票。今年的總
統大選是關係到我們華人的未來的選舉，如果我
們華人再不投票，那我們只能任人宰割了。華人
同胞們，像我一樣，投票給共和黨，讓法制精神
重回美國，讓大學入學華人種族歧視法消失，讓
我們一起投下這神聖的一票吧！

我看美國大選

全培民

追蹤全美購槍背景調查的系統披露，政
府的數據顯示，在大選日即將到來之際，申
請擁槍執照的人數再次飆升。在過去18 個月
中， 每個月申請購槍的人數都打破了歷史最
高紀錄。

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 NEWS） 報
導， 今年 10 月， 政府共做了 230 萬起購槍
背景調查，創下了歷來最高的月度紀錄。檢
測該數字的是聯邦調查局（FBI）的全國即時
犯罪背景調查系統（National Instant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 System， 或簡稱 NICS）。

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大學（Augusta Uni-
versity）經濟學教授尤爾根·布勞爾（Jur-
genBrauer） 的專業是槍支行業。他說，槍支
銷售量增加了，部分原因是全國各地的人口
增加了。現在又是狩獵季節， 還有大選前的
影響因素。就目前而言，民主黨候選人有可
能贏得大選，而槍支熱銷反映了這種情況。

就目前的情勢而言，民主黨人很可能成
為國會參議院的多數黨，但要執掌眾議院則
面臨很大挑戰。

下屆國會可能承受來自擁護控槍者要求
管制槍支的壓力，尤其是如果再次發生大規
模槍擊事件。

希拉莉可能禁售幾種攻擊性武器。她曾
經說要建立一個綜合性背景調查系統並堵住

有關漏洞。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的立場與希拉莉

完全相反，川普是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堅定擁
護者。他多次在競選集會上說，如果更多人
有槍，去年發生在加州聖伯納迪諾的大規模
槍擊案死亡人數就不會那樣多。

國會共和黨人有許多與全國步槍協會
（NationalRifle Association）的立場一致，因
此他們並無推進控槍法案的意願。他們多次
阻擾民主黨人試圖收緊擁槍規定的努力。共
和黨人很可能在下屆國會中一如既往地抵制
控槍法案。

今年 6 月，佛羅裡達州奧蘭多發生濫殺
慘劇後，全國都辯論是否要加強槍支管控，
尤其是對那些軍用武器的管控。

由於國會對槍支管控不作為， 聯邦政府
無法推動控槍立法，但有若幹州（包括加州
）會在下星期的大選中就控槍提案進行公投
。

一些有名的控槍組織說，禁止攻擊性武
器銷售不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他們認為廣
泛的背景檢查也許是輓救生命的更有效途徑
。 美 國 進 步 中 心 （The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發布的報告提出了管制（而非禁止
）攻擊性武器的方法。

大選前購槍申請人數猛增

In addition to its sheer size, Wanda Studios, which is 
a one-hour flight from Beijing (direct from L.A. takes 
12 hours), also will offer a 40 percent production 
rebate for qualifying film and TV productions.
The facility is the centerpiece of a much large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alled the Qingdao Movie 
Metropolis. The title isn't 
hyperbolic: Wanda effectively 
is building a city from the 
ground up — at an expense 
exceeding $8 billion. Residing 
atop Wanda's newly reclaimed 
artificial island will be luxury 
hotels, restaurants and bars, 
upscale condos, Asia's largest 
theater, an international hospital 
and even a school. Next to the 
studio on the mainland are more 
condos, a convention center, 
a shopping mall, four indoor 
theme parks and on and on. 
Wanda is calling it the largest mixed-use entertainment 
development ever.
Back in the Qingdao city center, in the studio's 
temporary offices, I meet Wanda Studios COO Patrick 
Dempsey, who came to the company with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experience running Hollywood studios, 
most recently as a vp at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Wanda also has spared no expense in recruiting 
veteran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o its sheer size, Wanda Studios, which is a 
one-hour flight from Beijing (direct from L.A. takes 12 
hours), also will offer a 40 percent production rebate 
for qualifying film and TV productions.

"This project never would have 
happened in Los Angeles or 
anywhere else; it's staggering," 
says Dempsey. "We're at that 
launchpad phase now," he 
adds, looking out his window 
at the skyscrapers around 
Qingdao harbor. "We just 
need a few successful projects 
to prove that everyone can 
have a smooth, comfortable 
experience here."
I then ask Dempsey for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new 
and exciting made possible 

by building from the ground up — with Wanda's 
seemingly bottomless budget.
"You know everyone's biggest complaint at work back 
in L.A.?" he replies after a pause. "Parking."
"That won't be a problem here," he notes. "We have 
plenty of elbow room in Qingdao." (Courtesy The 
Hollywood Reporter) 

Walking through Wanda Studios Qingdao on China's 
eastern coast, it can feel as though one has stepped 
onto the set of the world's largest science fiction film 
ever — which still is under construction. Huge cream-
colored soundstages loom in perfect lines across a 
vast expanse of blacktop, like nodes in a massive 
microchip. Off the coast, an artificial island emerges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sea, as dozens of cranes swivel 
around the framework of hotels, condos and half-
formed entertainment venues. Earthmovers toil on 
the opposite horizon, their wheels taller than people. 
Backdropping it all, huge Chinese characters sit atop 
a single, rocky mountain, Hollywood sign-like. They 
read (in translation): "Movie Metropolis of the East."
On the day I toured the 408-acre Wanda Studios — a 
week before it was unveiled Oct. 17 by Wang Jianlin 
at an industry-packed gala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 my guide was Morgan Hunwicks, 
a Canadian and production veteran who had spent 
10 years working at Fox Studios in Sydney before 
joining WSQ as head of production. As our tour was 
getting underway, Hunwicks, perhaps reading my 
face, succinctly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 I am having: 
"What we're finding out is that people in the industry 
don't really believe it's real yet," he says. "But then we 
bring them out here, and they're like, 'Holy smokes.' "
For most of the morning, Hunwicks and I whizz 
around the sprawling studio site by golf cart (Wanda 
has bought a fleet of them, available for productions 

to rent). We 
begin in the 
completed 
section of 
the facility, 
comprising 
about 15 
soundstages and 
11 production 
workshops, 
where Wanda-

owned Legendary Entertainment's Pacific Rim 2 is the 
first project set to take up residence in two weeks. 
I am eager to see the largest of the stages, so Hunwicks 
steers us into an airport-hangar-sized structure of 6,000 
square meters (about 65,000 square feet), explaining 
that this building is tied with a stage at Pinewood 
London as the world's largest but that Wanda's has 
some sound treating and new features — a football 
field could fit inside with room to spare, he says. 
Also, Wanda has built two of them, and construction 
already is underway on another nearly twice the size 
— an astonishing 10,000 square meters (about 107,000 
square feet). A natural question arises: Why does any 
studio need a stage so big and can Wanda actually fill 
it?
Says 
Hunwicks, 
"In this age 
of superhero 
movies and 
the revival 
of Star 
Wars, there's 
demand for 
really big 
stages — sets 
that used 
to have to be built outside can now be brought into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which is a huge 
advantage."
We then cruise to the perimeter of the completed 
zone — "If we were at Warners or Paramount, 
we would have circled the full lot already," my 
guide notes with what seems like still-authentic 
awe — and peer into the chaotic, clanging 
construction site next door, where Wanda is 
building 15 more stages (including the big one), 
along with China's largest outdoor and indoor 
underwater stages. It's all scheduled to be up and 
running in time for a grand opening in August 
2018 to coincide with Dalian Wanda Group's 
30th anniversary.
But,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Much more. 
Those earthmovers are at work on 221 acres of 

backlot, and a 
planned phase 
two has been 
designed to 
add to those 15 
stages over the 
coming years, 
bringing the total 
up to 45 stages 
comprising 

nearly twice the square footage of Universal, 
Hollywood's biggest filmmaking facility.

upstream, high-
end content 
production is 
monopolized 
by American 
companies," 
so he's eager 
to invest or 
acquire his 
way to higher 
capacity.
To that end, 
Wanda struck 
a marketing 
deal with Sony 
Pictures in 
September that 
will allow it 
to take equity 
stakes in some 
Sony tentpoles 
— perhaps the 
first of six such studio tie-ups if Wang has his way.
Thanks to this acquisitive blitz, during a period 
of a few short years, Wang has come to be seen 
simultaneously as Hollywood's most coveted business 
partner and, to some, an interloper of alarming power. 
At Wanda's first major U.S. event, held Oct. 17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the chairman 
was greeted with all of the deference and fanfare of a 
visiting potentate. Studio execs (Warner Bros.' Kevin 
Tsujihara and Sue Kroll; Sony's Sanford Panitch; 
Lionsgate's Jon Feltheimer and Erik Feig; Universal's 
Jimmy Horowitz) and A-list stars including Harrison 
Ford assembled at his VIP dinner to pay tribute. Five 
years ago, he was virtually unknown in the U.S.; today, 
it's safe to say, he has Hollywood's full attention. 
(Courtesy The Hollywood Reporter) 

Wang Jianlin, China's richest man, normally doesn't go 
to the movies. He does, however, make one exception 
— for his 90-year-old mother. Their trips to the cinema 
are the rare occasions each year when the notoriously 
driven chairman of Chinese real estate conglomerate 
Dalian Wanda Group fully checks out from work.
"I won't be disturbed at all," he says emphatically. 
"Because the time is to be spent with my mom. Filial 
piety is an important Chinese virtue."
This may come as a surprise to Hollywood. After all, 
Wang has aggressively — some might say relentlessly 
— positioned himself at the forefront of China's 
unprecedented push into the U.S. entertainment sector. 
After splashing out $2.6 billion for the acquisition of 
North American theater chain AMC Entertainment in 
2012, Wanda methodically has picked off acquisition 
targets at various links in the entertainment value chain 
— from movie houses to a $3.5 billion deal for Burbank-
based studio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to distribution, 
theme parks, digital marketing, merchandising and 
the pending $1 billion acquisition of Dick Clark 
Productions (owned by THR's parent company) — not 
to mention building the world's largest film studio, for 
$8.2 billion, on China's northeast coast.
Wang also has made no secret of his desire to own a 
major American studio. But rather than wait idly for one 
of the majors to make itself amenable to a takeover (he 

openly expressed interest in acquiring a majority stake 
in Paramount), Wang has, in characteristic fashion, 
decided to take aggressive action now. He is preparing 
to establish a new multibillion-dollar investment fund 
to pour capital into 
the film slates of all 
six major Hollywood 
studios.
"I wanted to acquire 
one of the big six, but 
whether we can is a 
different story — it's 
uncertain," Wang tells 
me matter-of-factly 
one October afternoon 
in Beijing as we sit in 
a huge boardroom on 
the 20th floor of his 
corporate headquarters. 
The room is set up like 
a midsize hall at the 
United Nations. Plush, black leather chairs are arranged 
around a concentric ring of mahogany tables, each seat 
arrayed with its own little antenna-like microphone. 
The windows are floor-to-ceiling, and the light pours 
in. By December, the building will be engulfed in a 
citywide green-gray haze of smog, but in early autumn 
the air in Beijing is often clear — the views extend 
deep into Beijing'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t's 9 a.m., and the chairman, 62, already has wrapped 
up several meetings that day.
"I might as well start from wherever I can, such as 
through investment with all six," he says, bluntly 
outlining his strategy.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a 
potential acquisition. But it won't hurt to start by doing 
what we can. Participating via investment seems like a 
wise choice for the time being."
Dalian Wanda Group, China's preeminent real estate 
developer, is a brand known to nearly all Chinese for 
the massive Wanda Plaza commercial centers it has 

built in hundreds of prime locatio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ang's personal workaholism (no vacations, 
ever, according to those close to him) and Wanda's 
ability to turn over a towering urban development — 
from design to delivery — within a matter of months 
are continual sources of lore in the country. The group's 
revenue nearly tripled from 2011 to 2016, from $15.6 
billion to $43 billion. It's classic "Wanda speed," the 

in-house mantra his 100,000 employees have come 
up with for his relentless emphasis on execution and 
forward advancement.
With his plan to invest directly in the Hollywood 
majors, it appears Wanda speed is on the verge of 
accelerating.
"As a businessman, he is as driven, forceful and as 
laser-sharp as any person I've met," Jeffrey Katzenberg, 
the former CEO of DreamWorks Animation, says of 
the man Hollywood has come to refer to as simply 
"The Chairman."
Wang, with an estimated personal net worth of $32.6 
billion, says he's pleased with Wanda's progress on 
the exhibition end of the business (with chains on four 
continents, Wanda controls more movie screens than 
any other company in the world — by far), bu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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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a Studios Qingdao: First Look at the World's Largest 
Movie-Making Facility

Aerial View Of The Soundstages (blue 
roofs) with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 All 
Directions

The Many Backlot Studios At The New 
Wanda Facility

Architect's Model Of Wanda's Movie City

The Many Backlot Studios At 
The New Wanda Facility

High above Wanda's $8.2 billion Qingdao Movie Metropolis 
sits a giant sign that  the company hopes will become as 
iconic as the celebrated Los Angeles landmark.

Wang Jianli, Chairman Of 
Wanda Group Shown On Cover 
Of The Hollywood Reporter

Wang Jianlin Shown in his office. Inset photo,Wang, 
pictured here at about the age of 20, began his 16-year 
caree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a border guard 
and rose to the rank of colonel. 

A semi-abstract colored ink work titled, 
'The 10,000 Mile Great Wall,' by Chinese 
artist Shi Qi, one of Wang’s favorites, 
hangs above his desk. Art collecting is 
one of the chairman’s private passions, 
and Wanda sponsored an exhibition 
of Shi’s work at the Louvre in 2012. 
Although he says he prefers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Wang 
purchased a $28.2 million Picasso in 
2013 to diversify his collection, which 
includes more than 1,000 works valued 
at an estimated $1.6 billion, according 
to Wanda. The company is developing 
plans to build a museum in Beijing.

Wanda Chairman Reveals Ambitious Plan
To Invest Billions In "All Six" Hollywood Studios 

Inside The Spectacular Chinese Movie Studio Complex
That's Pulling Hollywood Towards The East

Location Includes Fifteen Sound Stages, Two Water Tanks,
221 Acres Of Backlot, Condos, Restaurants And A School

Will Chinese Mogul Buy Out Holly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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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最大社區學院系統、擁有 70萬收視戶之「休士頓社區

學院」附設電視台(HCC TV)「全球展望(Global Outlook)」節目頃

在「休士頓社區學院」網站 (http://www.hccs.edu/district/about-us/

mediaroom/hcctv)播出對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之11分鐘專訪，闡述蔡英文總統施政方向。另HCC TV預定自12

月2日起，連續四個周末(週五至週日)播出該專訪12次。

黃處長接受專訪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9年遷台至今，

已將台灣發展為華人世界唯一完全民主國家。

黃處長同時指出，台灣持續深化民主，本(2016)年是台灣民

主深化及推動改革之關鍵年，1月16日台灣人民選舉蔡英文博士

成為中華民國歷史上以及華人世界第一位女性總統，並在5月20

日完成了自 1996年第一次舉行總統直選以來的第三次政黨輪替

及政權和平轉移。

有關兩岸統一或獨立的提問，黃處長表示，蔡總統的兩岸政

策係主張維持現狀，此符合台灣多數民意，根據我陸委會最新民

調顯示，88.9%民眾主張維持現狀。黃處長強調，台灣與美國相

同，享有自由、民主、法治與尊重基本人權等普世價值，且珍惜

自有的生活方式與制度；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立之國家，關於兩

岸關係，我政府主張維持現狀，且任何有關台灣的未來均應由台

灣2,300萬人民決定。

針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提問，黃處長表示，位居亞太地區的台

灣為世界第 27大經濟體，進出口貿易量分別為世界第 18及 17位

，台灣外匯存底且為全球第 5位。亞太地區面積佔全球 30%，人

口佔60%，在國際政經舞台影響力日益加大，蔡總統爰提出「新

南向政策」，將加強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 18個國家在經貿合

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等四大

面向的互惠互利關係。

黃處長繼說明，過去我們對該等國家多

著重片面的經貿關係，惟新南向政策將更著

重雙向交流，並涵蓋文化、教育等多方領域

，進行全面性的合作。例如馬來西亞目前在

台留學生達 1萬 6千人，我方亦鼓勵該等國家

更多學生來台就學，當有助雙方更多面向的

雙向交流。

針對台灣與德州經貿關係的提問，黃處

長表示，台灣為美國的第9大貿易夥伴，印度

、義大利及巴西的排名在我之後。

黃處長繼說明，德州面積為台灣的 19.5

倍，人口2,600萬與台灣之2,300萬相當，台灣

與德州經貿關係向來緊密，例如我國台塑集

團在德州之投資已達 68億美元，係在美國最

大的單一投資案，而台商在德州投資則超過

100億美元。

黃處長並表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業務主要在於

促進與德州、密西西比州、奧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

那州的經濟、文化及各方面的交流，鼓勵此等交流亦為美國商務

部與國務院向全美各州等地方政府所正式表達的立場。

HCC TV為大休士頓地區知名社區教育頻道，透過AT & T

U-verse Channel 99、Comcast Channel 19、TV Max Channel 97、Pho-

noscope Channel 77、Cebridge Channel 20等有線電視系統播放，收

視戶達70萬。

該專訪預定12月2日起，每周五上午7時30分、每周六上午

10時及每週日晚間 7時 30分，連續四個週末在HCC TV播 放 ，

共 將 播 出 12 次。另該專訪已上載至 「休士頓社區學院」網站

，全球觀眾均可透過網路收視。

此次專訪歷時 11分鐘，說明蔡總統就職後我新政府政策方

向，專訪中並配以本年國慶影片「點亮台灣，亞洲典範(Lighting

up Taiwan, Inspiring Asia)」若干片段，透過HCC TV密集播放，當

有助增進美南地區主流社會及各界人士對台灣的瞭解與支持。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接受休士頓主流媒體HCC TV “Global Outlook”節目專訪
闡述蔡英文總統施政方向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接受 HCC TV “Global Outlook”主持
人Mary Sit 專訪

歲月如梭，2017年即將來臨，休士頓中華
公所將於1月1日(星期日)10am至2pm在僑教中
心主辦盛大元旦升旗典禮暨園遊會，休士頓僑
教中心、榮光會、三民主義大同盟、大專校聯
會、休士頓重機車俱樂部和華裔青少年文化外
交大使團等社團協辦。共同主席黃泰生和林羅
秀娟呼籲僑胞們於元旦當天扶老攜幼來慶祝中
華民國成立106年，華僑是革命之母，歡迎大家

來參加升旗典禮，不分老少，愛國不落人後，
當我們迎著朝陽看中華民國國旗冉冉上昇，心
繫祖國同胞，此刻可以拉近彼此間心靈，增進
僑胞的團結。

園遊會設置於僑教中心大禮堂，每個攤位
費用$40，可以做為宣傳或販賣冷熱食品(譬如三
明治、涼麵、炒米粉、炒麵、茶葉蛋、波霸奶
茶、菜肉包子、粽 子、熱狗、麵包、滷豆乾、

香腸，花生和豆花等)或珠寶、書籍、花草等等
用途，吸引普羅大眾共聚一堂，共同來歡渡
2017年新年伊始，共迎好兆頭，為新的一年加
油及祝福，讓未來一整年平安、健康、幸福滿

滿。大會將於當天升旗典禮現場分發園遊會代
金券。凡有興趣參與攤位者，請電話聯絡(832)
607-5038、 電 郵 julienews09@gmail.com 或
ehwong88@gmail.com。

休士頓中華公所將主辦元旦升旗典禮暨園遊會
共同慶祝中華民國成立一百零六年 臺灣電音三太子將於本

(2016)年11月5日代表駐休士
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僑
教中心參加糖城第 11 屆國際
節活動演出，當日辦事處亦
設攤位向主流社區人士介紹

臺灣，於該日中午 12 時至
Taiwan攤位採訪(另三太子表
演時間為12:45pm)。
糖城國際節
11th Annual International Fes-
tival

Saturday, November 5, 2016
10 a.m. -2 p.m.
Sugar Land Town Square
2711 Plaza Drive
Sugar Land, Texas

臺灣電音三太子參加糖城第11屆國際節活動演出

李蔚華：今天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召開這場
座談會，我們是感覺這麼多年來華人在美成就
大家有目共睹，但在政治上仍慢步進行，想到
袁國鵬先生三十年前創立 「華裔選民協會 」的
艱辛，我們深感慚愧。今天的座談會有二個重
大意義：（ 一 ）美國大選馬上進行，事關 我
們在美地位，及將來的世界局勢。（ 二 ）希望
能影響更多的年輕華人在政治道路上繼續努力
。我在 「國際區 」 擔任十年的主席深深感覺
此區的越裔在政治上比我們更積極，也許華裔
沒有越裔難民對政治體會深刻，像我們ITC 樓
下成立 「多元族裔政治行動委員會」，以及每
周五晚七點半至八點半我們美南電視的 Live
talk Show 「Diversity talk 」，有很多菲裔，拉丁
裔的人他們喜歡政治性的話題， 希望該節目能
喚醒其他族裔的人關心政治。

常中政：近年來華裔的人口增長很快，尤
其在Fort Bend, Rosenberg, Katy區人口成長快速
，我個人就是 「福遍華裔選民協會 」 的會長
，我看我們作 「選民登記」 的遠不如越裔，越
裔成長了近一倍，而我們投票人數的成長與人
口成長不成比例。因此，我建議：（ 一）由於
越裔比華裔積極，我們應考慮與越裔在議題上
合作。（ 二）美國華裔選票要來影響總統大選
不大，反而是下面的民意代表更加重要，華裔
如推派代表，很多職位我們可爭取到。（ 三）
長期培養政治基層人才，（這一點黃登陸，方
宏泰等人都在做），加強 「選民登記 」，這些
平常就要做好。

李蔚華： 現在我們請李堅強李教授給我們
一些建議。

李堅強： 就政治參與方面，華人反而比不
上越裔，華人比較安於現狀，壓力沒那麼大，
新移民不如他們，再加上 「兩岸三地」 的華人
，凝聚力不夠。

李蔚華： 像我們辦春節園遊會，兩岸三地
的人都來了。不像美國東西兩岸，仍是 「壁壘
分明 」。

常中政：以後園遊會時，可同時作 「選民

登記」。
方 宏 泰 ： 我 們

要培養第二代參政
這很重要，第二代
比較適應美國社會
。

李堅強：我們第一代移民，常強迫兒女學
理工科，其實，兒女如果想學 Political Science,
不要阻擋他。

常中政：中文學校的 「公民教育 」很重要
，可提供小孩子投票基本常識。

黃登陸：假如小孩想唸軍官學校，千萬要
鼓勵他。他只要當過軍官，馬上增加50% 的選
票，因此，送小孩唸軍官學校，再服役五年，
十年投資下來，可累積小孩從政的本錢，像浦
浩德就送小孩去唸軍校。

浦浩德：他是先在 A&M 畢業後才去空軍
。

黃登陸：美國還有一項法律： 陣亡人子女
參選公職可拿到國會議員推薦，但要得到國會
議員的推薦信，你一定要有投票紀錄。

浦浩德： 這裡我要講一下共和黨與亞裔有
相同的理念，相同的原則。包括（ 一 ）注重高
質量的教育，（ 二 ） 低價的健保制度，（ 三
）共和黨鼓勵優質高收入的工作，（ 四 ） 共
和黨有經得起考驗的家庭理念，（ 五 ）共和黨
主張強大的國家防禦系統，而民主黨主張 「高
稅 」，（ 六 ） 自由實現美國夢。以上都是共
和黨與亞裔（ 我們） 共同的心聲。所以，德州
還是共和黨的天下。

白先慎： 從2000 年後，我們完全脫離總統
大選。這次刺激很多新一代的華裔移民參加投
票。這過程還有一段路要走。如警長，School
District, 都有華人出來參選。

常中政： Harris County 80% 都是窮學生。
黃登陸： 越南人1976 年大舉來美，他們第

一代很特別，希望在微信群不要看到華人去打
擊別人。

浦浩德： 華裔不要製造紛爭。

王曉明： 應鼓勵華裔一定要踴躍出來去投
票。用 「看不見的手，推動正常化」。

馬德五：不管什麼黨，只要是好人就選他
。今天在座的恐怕我的年紀最大，85 歲的我依
然用英文寫愛情小說，我已出版九本英文書。

白先慎： 中美如閙紛爭，大家日子都不好
過。

李蔚華： 應鼓勵年輕人參政，大家共同努
力。

常中政： 其實第二代比我們有優勢，可拋
開 「兩岸 」 的顧慮！

白先慎： 這次大選種族問題尖銳化，不可
小覷，遲早我們會首當其衝！

李堅強： 我班上白人學生，明顯支持川普
，新一代的移民也有支持川普說，總有一天這
種種族政策會反到我們身上來。

常中政： 國會議員的選舉這次更重要。
黃登陸： 你一定要去投票，多少人寧可投

廢票，但你一定要去投票！
方宏泰： 「不支持黨派，支持人 」 這一

點很重要！應與其他少數民族合起來，才能展
示力量。我認為 「華裔選民協會 」，應有教育
的功能。

常中政： 打 「議題 」很重要！

黃登陸： 我住的 Kingwood 區，過去四天
的初選，投票人數沒有增加，雖該區在四年之
內增加六萬人口。而黑人區，幾乎傾巢而出。
今年有中文選票四千份，我們應呼籲華人團結
！

常中政： 目前 Local 投票的動作都沒有，
我們應循序漸進。

李堅強： 到了2025年，白人變成 「少數族
裔 」，而現在的 「少數族裔」到那時變成多數
。

王曉明： 在基層上非要有代表基層的聲音
，如Al Green, Gene Wu 等人。

黃登陸：這也是我們 「80-20 促進會 」 的
理念： 沒有黨派之分，二個黨都希望捧上去。

方宏泰：能從年輕時就出來從政很好，如
Gene Wu ( 吳元之 ) 就吸引了很多第二代選民。

「 華裔選民協會 」 舉辦 「 美國總統大選 」 座談會
主辦：華裔選民協會
時間：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5：30
地點：美南新聞二樓會議室
主持：李蔚華，常中政
出席：方宏泰，浦浩德，白先慎，黃登陸，王曉明，李堅強，馬德五
報導：秦鴻鈞
攝影：秦鴻鈞

「 美華協會」 會
長方宏泰先生

「 80-20 促 進 會
」 負責人黃登陸

「休大」 李堅強教授

「 僑灣社 」 社長、
「 糖城巿共和黨區

委」 浦浩德

主持人之一常中政
先生

「休大 」 白先慎教授

作家馬德五先生

「休大」 王曉明教授

「 華裔選民協會」 主
席李蔚華先生主持

座談會現場來賓發言踴躍。

B13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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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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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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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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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華裔會計師協會邀請多位知名會計師
11 月 19 日主講 「2016 歲末年終稅務講座」

（本報訊）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HSCACPAs）將於11月19日(星期六)
上午 10 點在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舉辦
2016年歲末年終稅務講座。華人會計師
協會會長譚秋晴特別邀請到三位知名會
計師為華人社區民眾講解今年稅法的變
更以及相關省稅策略。休士頓華人會計
師協會成之有三十年，是非營利機構，
其目的宗旨在提升註冊會計師的職業地
位、通過提供教育、會員聯誼以及其它
社區活動來建立會員之間的連絡網以及
交流平台。至今會員超過百名，擁有廣
大客戶群，服務網遍及德州美南地區以
及全美。

今年會長譚秋晴表示:在歷屆傑出會
長的苦心經營之下，協會才能不斷地成
長茁壯至今。 日後協會將更走向社區服
務，並提供社區的稅務,財經金融,保險
理財與法律的免費講座研討會，以及協
助專業團結和服務僑民。這次的講座邀
請到休士頓有名的會計師專門針對個人
報稅以及小型企業之商業稅法，以面對
面問答互動方式，為民眾指點迷津，特
別是在美國如何報稅、合理避稅、投資
移民稅務需知、IRS稅務 「陷阱」以及
如何應對稅務局查帳、肥咖法案 「海外

帳戶稅法遵行法案」海外資產報稅相關
更新等等稅法問題。由於講座是完全免
費，座位有限，請儘早報名。
以下是三位專業會計師講師簡介:

黃亞靜--安信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
，成立於1983年，擁有三十餘年專精的
美國稅務、會計、財務計劃，及企業管
理經驗，為企業及個人提供全方位的專
業服務。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財稅系，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1980年取得美
國休士頓大學會計碩士 . 工作經驗豐富
. 包括銀行,海關,企業財務長,以及註冊會
計師. 目前是全美註冊會計師協會，德
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及休士頓註
冊會計師協會資深會員. 並持有德州證
券投資及保險執照. 有二十多年的財務
顧問經驗，並且獲得美國保險業著名的
”百萬圓桌”終生會員榮譽。

信心--Briggs & Vesleka 稅務合夥
人 、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ICPA)和德
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TSCPA)註冊
會員。在會計專業的 17 年中,信心專注
于提供全面而專業的稅務服務。 他有廣
泛的客戶群體,包括上市公司,房地產企
業,醫院和診所,油氣相關企業,製造商,貿
易商,高端個人群體,還有其他專業公司

。
黃宜容--Shieh-Lee CPAS 稅務合

夥人，畢業於休士頓大學商學院，擁有
會計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在會計及稅務
方面的領域擁有超過十年的經驗。是美
國德州註冊會計師。她服務過不同行業
的客戶，包括零售業、批發業、餐廳、
醫生、房地產和製造業。擅長於稅務(個
人、公司、合夥、薪資、贈與及信託)、
會計系統及小型企業成立。

召 集 人: 譚 秋 晴 Wealth Design
Group 副總裁 ，畢業於東吳大學會計系
、新澤西羅格斯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德
州 註冊會計師。譚秋晴是全美註冊會計
師協會，德克薩斯州註冊 會計師協會，
及休士頓註冊會計師協會資深會員及講
師。目前她 擔任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會長。擁有20多年專業 省稅顧問經 驗
，全方位理財專項有減稅計劃、退休計
劃、商業計劃、遺產規劃、人壽保險、
各類年金等等財務規劃。
歡迎各界會計同業加入團隊，報名專線: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 譚秋晴
(713)498.2879以及莊雅玲(713)596.6904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大華超級巿場新
開張不久的凱蒂分店，將於今、明（11 月
5 -6 日）兩天舉行 「韓國美食節 」，不僅
前往的客人有免費禮品贈送外，還有 「韓國
美食免費試吃活動 」，歡迎 Katy 區及附近
社區的民眾，闔家前往，過一個熱熱閙閙，
大塊朵頤的 「韓國美食節」 ！

當天，還有三十餘種韓式食品大特價
，從大家最喜愛的韓國新高梨，韓國黃金梨
，到韓國著名的參雞湯，到韓亞烤肉醬，農
心牛骨湯包麵，韓亞年糕片，韓亞鮮麵，韓
亞泡菜，韓亞包裝海苔，到韓亞豆瓣醬
料-------等等三十餘種食品，應有盡有
，讓您滿載而歸！

大華超級市場凱蒂分店的地址在：569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大華超級市場凱蒂分店，今，明兩天舉行 「 韓國美食節」 有禮品贈送
有韓國美食免費試吃活動，特銷期間本月4 日至17 日韓國產品大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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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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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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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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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享譽海內外的天

后級女歌手龍飄飄，應「休士頓

藝人之家」的邀請，將於 11月11

日(星期五) 晚上 7:30 假糖城生命

河靈糧堂舉行「人生車站」詩歌

見證晚會，當晚除了有龍飄飄精

彩的分享外，更將聽到她現場演唱多首動聽的歌曲，歡迎各

界踴躍參加。國語講座，免費入場，請勿失良機。

在東南亞有賀歲天后之稱的龍飄飄，擁有渾厚高亢的嗓

音，被譽為「龍腔雅韻」。當年一踏入歌壇，在台灣就以

「相逢夕陽下」、「晚風」走紅，1977 年在馬來西亞以《花

飄飄水飄飄》打響海外知名度，從此拉開了在東年亞歌壇演

唱的序幕，並奠定了巨星的地位。1978 年發行《財神到》賀

歲專輯，在新馬形成一股風潮，每逢華人過年，當地僑胞就

會買她的賀歲專輯來欣賞，僑胞們說：「沒有聽龍飄飄的過

年歌曲，就不像在過年。」。1991 年以《等你回航》這張專

輯，得到中國廣州「百萬金唱片大獎」，是繼鄧麗君之後，

較早將唱片發行到中國大陸的歌星之一。龍飄飄在華人歌壇

享有極高的聲望，足跡踏遍五十多個國家，只要有華人的地

方，就有她的歌聲。目前已發行 90 餘張個人專輯以及 2 張

福音詩歌。

龍飄飄於 1997 年開始接觸基督教信仰，信主後，經歷上

帝奇妙的作為，便經常與人分享信仰帶給她的改變，因而踏

上了宣教之旅。並在 2014 年 11月於馬來西亞被按立為宣教

牧師，經常到世界各地用歌聲和生命的見證，來傳揚福音。

龍飄飄說：「人生就像坐火車一樣，處處都有美景，驚喜不

斷。但在那一個月台下站才是我人生的車站？人生車站坐了

一大半，如今明白只有選擇有主同在的月台，才是我幸福的

人生車站」。過去她為生活而唱，如今她為生命而唱，

這樣一位享譽盛名的紅歌星，她的生命是如何改變的？

歡迎您來聽聽龍飄飄娓娓道來…..

「龍飄飄詩歌見證分享晚會」將於 11月 11日(星期五) 晚

7:30 假「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舉行，3527 Highway 6, # 190, Sugar Land, TX 77478，即

糖城 99 大華超市對面，6 號公路旁，Burger King 及 KFC 後

方樓宇。機會難得，請千萬不要錯過。詳情請參閱該教會網

站 www.rolcc-houston.net，或聯絡莫思危牧師 (281) 433-0517，

電郵 rolccgh@gmail.com。

歌壇天后龍飄飄 詩歌見證分享晚會
11月11日晚 糖城靈糧堂舉行

休士頓角聲和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
將於12月3日星期六10:30至1:30在Crowne
Plaza, 909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舉辦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音樂餐
會的宗旨是集結愛心，激發勇氣，燃昇抗癌
生命的希望。

音樂餐會節目豐富多彩：女高音演唱家
馬筱華和名指揮家黃奕明牧師重唱，聲樂家
陸國儀獨唱，名長笛手趙珮的演奏，另有
《希望之音》合唱團的女聲小組和混聲合唱
。非凡的生命分享主講者是安德森癌症中心
神經腫瘤部門前任主席翁維鈞醫師。翁醫師

是國際知名的腦神經腫瘤研究專家、教授，
且己身是經歷癌症復發成功的抗癌者，結合
其學術、醫療和己身抗癌經歷來演講。太精
彩了！萬分感謝各位大師的愛心共襄盛舉。
還有美食佳餚，精美禮品摸彩這將是歌韻飛
揚，真愛相隨，一生難遇的隹美音樂饗宴！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是由一群抗癌
勇士、家屬和癌症關懷志工所組成，她（他
）們藉著歌聲唱出人生的希望，讓音樂譜成
亮麗生命。分享音樂，帶來醫治、安慰、歡
樂、信心、愛心和永生的盼望。希望之音合
唱團自成立四年來，幫助扶持眾多癌友和家
屬，在社區中播下愛心和希望，每月兩次歡
聚練唱，關懷探望重病癌友，舉辦音樂餐會

(治療中的癌友免費報名參加），激勵無數
癌友、家屬和社會人士。

抗癌勇士、家屬朋友、善心的社會人士
們，期望您們來參加此盛會。歌美琴韻，動
人心弦。在抗癌人生路上有血有淚，有歌有
愛，有信有望。多溫馨寶貴！請來赴宴，您
必收獲滿滿，身心靈都得滋潤飽足。別錯失
這千載難逢的美宴。加油！抗癌鬥士！

歡迎治療中和治療後一年內的癌友免費
報名參加，社會人士購票入場（每票 25 元
）愛心贊助票 50 元。報名、購票、查詢請
洽 角 聲 社 區 中 心 ： 713-270-8660 /
281-495-5307 席位有限，額滿為止，請盡
早報名。

2016角聲、希望之音 癌友關懷 聖誕音樂饗宴
蘇韻姍

角聲中心健保講座於201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下午2時至下午4時舉行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醫療保險」講座
及 問題解答

主題:《聯邦醫療保險照顧計劃和奧巴
馬健保計劃》

詳細解說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

2. 詳細解說聯邦醫療保險補缺計劃（Medi-
care Supplement/Medigap)
3. 詳細解說奧巴馬健保計劃
4. 分析各計劃的承保範圍及不承保部分
5. 協助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保險計劃

講員: 曾惠蘭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18
年。聯邦醫療保險合格專業人員，且為號角
月報 「醫療保險」問答專欄作者, 有二十年

服務經驗。
主 辦: 角 聲 社 區 中 心 Web:www.

cchchouston.org
7001 Corporate Drive #379, Houston Tx

77036
免費報名參加
需 要 事 先 電 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預訂座位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醫療保險」 講座及 問題解答

日期：11／5
時間：10：30 am－12：00 pm
地 點 ： 9800 Town Park Dr. Room

134, Houston TX 77036
講 師 ： Winnie Sim/ NYS certified

Special Ed teacher; ABA DIR/Floortime-
trained therapist.

主題: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的安排，減
少特兒的負面行為，提高特兒對寫作，
閱讀，認知，溝通，社交以及自理的能
力。訓練間有Q&A時間，歡迎諮詢。

備有兒童活動，歡迎攜帶子女參加
。

光鹽社特兒父母講座訓練
在飲食西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

，大腸癌的發病年齡逐漸年輕化，大

腸癌近年更是亞裔男性癌症發生率第

三高, 亞裔女性癌症發生率第二高以

及癌症死亡率第三高的癌症(男女皆

是)。雖然大腸癌的發生及死亡率高,

但因為癌症演變時間較長,只要早期發

現一般較好控制及治療。

雖然大腸癌的預防和檢測逐漸普

及於美國社會,但對於在美國佔其人口

組成的 5.6%的亞裔的我們來說，相關

研究、經費、教育與宣導嚴重不足!

德州農工大學與光鹽社合作,將針

對德州亞裔族群實施大腸癌預防的計

畫。本計畫預計2016年11月開始在休

士頓展開，預計對 850名亞裔提供大

腸癌預防與教育。我們將透過『腸保

健康』講座、問卷填寫、電話諮詢、

免費糞便潛血檢測(FOBT)和免費醫療

保險申請與使用協助等方式來幫助您

預防大腸癌。

歡迎任何在台灣,中國,香港,澳門

出生的亞裔及其第二代來參加，您在

美國的身分不是問題(不需要有公民或

綠卡)。本研究會幫助您了解大腸癌的

起因；知道什麼人更容易罹患大腸癌

；評估您罹患大腸癌風險及給予生活

型態與飲食習慣的建議。這個研究計

畫為期一年，為感謝您的協助與熱情

參與,這一年中，我們將分階段提供免

費大腸癌檢測、免費醫療保險申

請與使用協助、免費個人大腸癌預防

電話諮詢，總共$75元美金的Walmart

禮卡。

報名條件: 年齡在18-75

歲之間,沒有罹患過癌症,過

去一年內沒有做過糞便潛

血測試 (FOBT)、糞便免疫

化學測試 (FIT); 過去三年內

沒有做過糞便去氧核醣核

酸檢查 (stool DNA test); 過

去五年內沒有做過軟式乙

狀結腸鏡檢查 (Flexible Sig-

moidoscopy)、雙重對比鋇

劑灌腸檢查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

ema)、電腦斷層虛擬大腸鏡 (CT colon-

graphy); 過去 10 年內沒有做過大腸鏡

檢查 (Colonoscopy) ;沒有參加過我們之

前的『腸保健康』講座 ;可以聽、說

、讀、寫中文;有意願參加這個為期一

年的計畫。

符合報名條件者,請事先報名,並

參加 11/11/2016（星期五）上午 10-12

點或 11/12/2016（星期六）下午 2-4點

的講座，地點為光鹽社（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位於中華文化中心裡面），講座完另

有免費的餐點與飲料。由於這個講座

需要所有參加的人先填完問卷才能正

式開始，請大家準時參加。

報名方式: 請洽光鹽社

電話: (713) 988-4724

地 址: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報名截止時間: 11/8/2016 下午四

點前, 請告知要參加的場次.

德州亞裔一起來~遠離大腸癌、腸保健康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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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市場供需明年有望平衡
歐佩克減產計劃成關鍵

綜合報導 沙特阿拉伯國家石

油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納塞爾 1

日預測，明年上半年國際原油市

場供需可達到平衡，油價將穩步

回升。這與不久前國際能源署主

席比羅爾的看法相壹致。但有分

析指出，這樣樂觀的估計需要以

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履行

減產承諾為基礎，如果減產計劃

難以執行，國際原油價格穩步回

升仍將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受市場供過於求等因素影響

，2014 年下半年以來國際油價壹

路下跌，從每桶 100 多美元跌至

2016年年初的 26美元附近。目前

油價在每桶50美元左右徘徊。

9月，沙特主導的石油輸出國

組織（歐佩克）在阿爾及利亞召

開非正式會議，意外同意減產至

每日 3250萬桶-3300萬桶，以緩解

供應過剩矛盾，使油價得到提振

。但具體生產配額還有待 11月 30

日在維也納召開的部長級正式會

議上作出決定。

歐佩克同意減產的消息曾壹

度推升國際油價回到每桶 50美元

上方。但隨後傳出伊拉克和俄羅

斯均不願減產的消息，市場擔憂

情緒再次上升，國際油價持續走

跌。截至 1日收盤，紐約商品交易

所 12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

收於每桶 46.67 美元，2017 年 1 月

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

收於每桶48.14美元。

比羅爾上周說，按照目前的

情況來看，預計原油市場將在明

年下半年恢復供需平衡。但如果

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壹起參

與減產，那麽市場平衡要比預測

的更早。

但是據彭博社報道，目前伊

拉克、伊朗、尼日利亞、利比亞

都希望在歐佩克的減產計劃中得

到豁免。

此外，據外媒報道，10 月 29

日，歐佩克與俄羅斯等六個非歐

佩克產油國在維也納就減產議題

進行的磋商也沒有取得實質性成

果。歐佩克在會後發布的聲明中

表示，上個月歐佩克就減產達成

原則性壹致後，油價已經開始回

升，但是目前仍低於每桶 50美元

，各方進行了富有“建設性和成

果的討論”，並對持續的供過於

求問題表示了擔憂。這也意味著

各方仍然不願過多改變現狀。

外界對於歐佩克減產計劃能

否執行普遍存在擔憂情緒。世界

銀行近期發布的最新壹期《大宗

商品市場前景》季度報告顯示，

考慮到歐佩克達成減產協議，2017

年國際原油價格有望回升至平均

每桶55美元，高於該機構7月份預

測的平均每桶 53美元，但報告主

要作者巴夫斯表示，由於減產協

議細節以及執行情況仍待觀察，

原油價格預測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同時，如果頁巖油等其他非傳

統能源供應量加大，歐佩克減產

對全球原油價格的影響可能會受

到限制。

瑞典北歐斯安銀行的分析報

告認為，歐佩克可能在 11月 30日

的限產會議上達成協議，但是可

能需要將上限上調至每日 3350 萬

桶，否則在部分成員希望獲得減

產豁免權的情況下，目前 3300 萬

桶的上限將顯得較為勉強。

還有分析指出，除了對每個

成員國進行減產配額，還有壹種

可能性就是僅沙特進行減產。沙

特石油產量占整個歐佩克產量的

約三分之壹。歐佩克 10月 31日通

過了壹項長期戰略規劃文件。據

路透社報道，歐佩克成員正試圖

減少有關產量和油價控制問題的

分歧，以重獲對原油市場的控制

力。自 2014 年油價大幅跳水以來

，沙特壹直拒絕伊朗等國倡導的

減產以幫助提振油價的策略，但

自今年 5月份以來，其立場已經發

生轉變，這從 9月份意外達成減產

協議也可以看出。

美股創5年來最長連跌天數 油價跌近3%
綜合報導 周三，美聯儲發布 11月 FOMC會議

紀要，宣布按兵不動，同時表示通脹上行使得加息

概率進壹步增加，推升市場對12月份加息的預期。

投資者同時衡量總統大選不確定性，美股今日收跌

，創七連陰，也是 2011 年以來最長連跌天數，

FOMC會議紀要發布後美股壹度出現盤整。大選的

不確定性令美元指數下挫，但會議紀要後美指跌幅

略收窄。

期金收漲，收盤價站上1300美元。美債收益率

下挫，價格上升，但在會議紀要發布後跌幅收窄，

2年期美債收益率壹度走平。美國EIA原油庫存大

增，美油收跌近3%。

美聯儲在北京時間淩晨 2點發布 11月會議紀要

。此前CNBC經濟學家調查預測美聯儲在本次會議

上有百分之百的概率不會加息。市場普遍預測美聯

儲在12月份可能會漸進加息。

股市
雖然美聯儲今日如期按兵不動，但加息概率增

加的表態，以及美國總統大選依然面臨不確定性，

令投資者仍然不敢掉以輕心。美股今日收跌，創下

7連陰，為 2011年以來最長連跌。道指和標普分別

回到18000點和2100點下方，納指收跌近1%。

美聯儲在今日淩晨發布11月會議紀要，美股出

現盤整。三大股指最初在紀要發布後跌幅即刻擴大

，道指跌近百點，納指跌近 1%。但隨後行情轉變

，三大股指跌幅均收窄，在FOMC紀要發布後半小

時裏，道指回到18000點上方，納指站上2100點。

而在美聯儲 11月會議紀要發布前夕，標普 500

指數跌破2100點，能源板塊和公用事業板塊領跌；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破 18000點，高盛和卡特皮

勒領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挫0.75%。

歐股創下八日連跌，投資者紛紛湧入安全資產

，如美債、黃金以及日元。

商品
期金今日收漲。COMEX 12 月黃金期貨收漲

20.20美元，漲幅 1.6%，報 1308.20美元/盎司，為 10

月 3日以來首次收於 1300美元整數位心理關口上方

。受助於風險厭惡情緒上升、美元疲軟，期金在美

市早盤時升至壹個月新高，站上 1300美元/盎司，

日內漲幅逼近 20美元，最高觸及 1309.05美元/盎司

。不過，金價隨後有所回落，在美市收盤時跌至

1298美元附近，較FOMC決議聲明發布以前回落 10

美元。

油市收跌近 3%，受累於EIA數據顯示上周EIA

原油庫存大增。

今日發布的EIA數據顯示，美國10月28日當周

EIA原油庫存猛增1442萬桶，創34年來最高，預期

僅增 200萬桶，但汽油和精煉油庫存分別減少 221

萬桶和183萬桶。

油價跳水，美油壹度跌破 45 美元關口。WTI

12月原油期貨收跌 1.33美元，跌幅 2.85%，報 45.34

美元/桶。布倫特 1月原油期貨收跌 1.28美元，跌幅

2.66%，報46.86美元/桶。

美元
美元指數收跌 0.33%，至 97.44點。早些時候，

美元指數因美國大選的不確定迅速下滑，日內跌幅

達0.47%，但在美聯儲會議紀要後跌幅收窄。

債市
美債收益率普遍下挫，意味著價格上揚。

但在美聯儲會議紀要發布後，美債收益率跌幅

收窄。對美聯儲政策最為敏感的 2年期美債收益率

壹度走平，回到0.825%。10年期美債收益率回升至

1.803%，但此前跌至 1.788%，達到 10月 26日以來

最低位。

美聯儲按兵不動
暗示12月加息可能

綜合報導 北京時間周四，美聯儲 11月聲明

中宣布維持利率不變，稱等待經濟朝目標繼續前

進的“壹些證據”。美聯儲同時表示通脹上行使

得加息概率進壹步增加，這推升了市場對 12月

加息的預期。兩名委員投票反對。

美聯儲在 11 月會議上維持聯邦基金利率

0.25%~0.5%不變，但稱加息概率進壹步增加。此

前 9月聲明中，美聯儲就表示加息概率上升。與

以往壹樣，美聯儲強調未來只會以緩慢方式加息

。11月會議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有壹周，市場普

遍預計美聯儲不會行動。美聯儲並未在本次聲明

中明確提及總統大選。

美聯儲稱在等待經濟朝目標繼續前進的“壹

些證據”。這壹措辭與 9月會議時相似，但本次

會議上用了“壹些”。“壹些”表明需要證據的

程度不算高，也就是說美聯儲認為距離下次加息

的門檻比較低。去年，美聯儲也曾用過類似的表

達，當時他們稱是為加息鋪路。美聯儲在去年12

月加息。

美聯儲稱通脹自今年早些時候有所增加，基

於市場的通脹預期在上升，不過仍在低位。美聯

儲刪除了 9月會議時“通脹在近期仍持續處在低

位”的表述。總體來看，官員們對通脹回升到

2%的目標有信心，不過也不擔心通脹將快速增

長。美聯儲對通脹的判斷，意味著

加息可能臨近。本次會議上，有兩

名委員投了反對票，分別是堪薩斯

聯儲主席Esther George、克裏夫蘭

聯儲主席Loretta Mester。二人都認

為美聯儲應該在 11 月會議上加息

25個基點。這是George今年第五次

投反對票，Mester年內第二次投反

對票。上次會議投反對票的波士頓

聯儲主席 Rosengren 投了贊成票。

上次會議投反對票的官員人數，創

下2014年12月以來最多。

美聯儲在2008年底將利率降至

近 0水平，此後維持了大約 7年的

超低利率。去年 12 月，美聯儲上

調聯邦基金利率 25 個基點，官員

們表示今年將繼續加息，預計會有

四次加息。然而年初金融市場出現

大幅震蕩、海外經濟形勢不穩、美國勞動力市場

報告壹度變糟、英國退歐、美國總統大選等因素

，令美聯儲今年壹直未加息。9月會議以來，美

國多項經濟數據表現不錯。美聯儲最重視的通脹

指標——核心PCE物價指數 9月同比增長 1.7%，

較年初有所增加。美國 9月非農就業增加 15.6萬

，不及預期，失業率也小幅攀升，但勞動力參與

率在增加，表明更多美國人湧入勞動力大軍。美

國三季度實際GDP初值年化環比增長 2.9%，較

二季度的1.4%大幅攀升。

《華爾街日報》評論稱，美聯儲維持利率不

變，不過發出了新的暗示，預計年內最後壹次會

議——12月會議上，可能加息。目前看，美聯儲

比年內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加息。

美聯儲 11月決議大幅增加了市場對於 12月

會議上加息的預期。下圖為 11月會議前後市場

對各次會議上加息概率的預測，12月會議高達

80%。美聯儲11月聲明公布後，美股先下跌，納

斯達克壹度下跌 1%，之後美股反彈，但全日仍

收跌。美元指數短暫下跌後上揚，不過全日仍處

下跌態勢。目前，市場將聚焦美聯儲 12月 13~14

日的會議。這將是美聯儲年內最後壹次加息機會

。9月會議上，從官員利率預測散點圖來看，絕

大多數委員預計在年內有壹次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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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台灣之美"攝影展覽
2016年為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台灣之美"攝影展覽於九月二十四日開幕, 十月二日結束。
参與休士頓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攝影學會攝影展覽的作品,共有一百多幅.參加,"台灣之美"二十多幅影攝影

師有:董事長蔡保羅、董事潘英俊、董事謝理明、會長兼董事關本俊、公關兼理事翁定台、理事鐘宜秀、會員陳綺
紅等人。台灣是美麗寶島,他們將台灣的好山好水以不同的角度,透過鏡頭， 細緻無遺地呈現出來。"台灣之美"攝影
展覽不僅是攝影愛好者的一大盛事,更是僑社的無比的榮幸。一幅幅攝影作品的精選，都是"台灣之美"的感受。

會長兼董事關本俊: 日月潭文武廟
日月潭文武廟由附近水社巷的龍鳳宮與北吉巷的益化

堂兩廟合併而成，於1934年選得現址開始興建，1938年完
工。1969年，日月潭文武廟重建，以 「北朝式」 風格建造
，1975年完工。日月潭文武廟之正門 「三川牌樓」 採用牌
樓式構築，型態高聳。

董事長蔡保羅:
台南七股龍山宮，七股區龍山里的信仰中心為龍山宮，依廟內沿革所示

，村中先民為早期自大陸來台定居於今， 山村並奉迎五王來台，後一部份
居民再遷至現龍山里開墾拓荒。

陳綺紅: 新北市平溪天燈節，平溪天燈又稱
孔明燈，傳說最初是三國時期諸葛亮因起初
是為了傳遞軍情之用，因軍事所需而發明，
與烽火台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有傳聞因其造
型如諸葛亮的帽子而得名。 現在平溪天燈
節是新北市平溪區在每年元宵節所舉辦的活
動，而近年已發展為全臺知名的節慶。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陳綺紅: 台南蘇厝，燒王船
燒王船的民俗起源於漢人移民台灣後，面臨島上瘴癘橫行，

企圖借助神力求平安的最原始民間信仰。

理事鐘宜秀: 蘭嶼之舟，台東縣.蘭嶼.
美麗的蘭嶼之舟錯落灘頭，展現文化與族群的生命熱力。紅、白、

黑的色彩組合，是生命的許諾演繹一場精采的紋漾冒險。

公關兼理事翁定台: 臺南 鹽田婦女
以攝影描述鹽田上的勞動婦女，日照下，輝映著他們

討生活的姿態。

"台灣之美"的攝影師有: 董事長蔡保羅(左一) 、董事潘英俊(左二) 、董事謝
禮明(右一) 、會長兼董事關本俊、公關兼理事翁定台(左三), 理事鐘宜秀(右
二) 、會員陳綺紅.( 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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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女高校友會 & 附中校友會郊遊烤肉活動

所有出席的兩校友會校友排排坐，品嚐BBQ 美食。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著便裝出席，
輕鬆愉快致詞。

附中校友會表演舞蹈。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出席致詞。
「 台北經文處」 何仁傑組長（ 右一 ）也出席郊遊活動。

由黃膺超吉他伴奏的三人唱。

黃膺超等人的彈
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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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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桂芝 會計師 財務計劃師 事務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0,Houston, TX 77036 (恆豐大樓九樓)
Tel:713-771-9646, Fax:713-771-0932, E-mail:marychiang@biz-intl.com

MARY K. CHIANG, CPAs, CFP, 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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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
國處理一些事務。如: 需要委
託國內的親屬或朋友處理自己
在中國的房產，銀行賬戶，商
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要
辦理單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
手續，或到中國辦理收養手續
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經過
領事認證程序。

領事認證是一國的外交、
領事機關在公證文書上證明公
證機關或認證機關的最後一個
簽名和印章屬實。辦理領事認
證的目的是使一國出具的公證
文書能為另一國有關當局所承
認，不致因懷疑文件上的簽名
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書的
域外法律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
為了相互便利文書往來而在外
交領事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國際
慣例。國際交往的發展伴隨著
各類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
流動，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
、商業證明等的形式和要求卻
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通過
一環扣一環的連鎖認證方式，
由一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構確
認最後環節的印章和簽字屬實
，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國內有

關部門和機構接受，不致因有
關機構懷疑文書本身的真實性
而影響其在當地的使用，從而
涉外文書能夠在各國間順利流
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託書
、聲明書、法律訴訟文件、健
在（生存）證明、無配偶聲明
書、近照證明、護照複印件與
原件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
證員（地保官）公證，再到州
政府取得證明公證員公證資格
的文件，最後拿到領事館進行
認證。整個過程需要兩到三個
星期的時間。

辦理委託書公證需提供：1
、委託書文本；2、與委託事項
相關的權利證明原件或複印件(
如存摺、股票開戶憑證等)；2
、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
提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
復印件。 3、涉及房產轉讓的
，應提交房產證原件或複印件
。 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
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託書公證需提
供1、委託書文本；2、親屬關
係證明等(證明父母和子女關係
，如兒童出生證)。 3、父母本
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

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 1、聲明

書文本；2、與聲明事項有關的
權利證明等。 3、辦理放棄繼
承權聲明書公證的，應提交被
繼承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
繼承人親屬關係證明，以及所
放棄房產或財產證明。 4、本
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
明.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將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
申請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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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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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
dom-selection-pro-
cess-f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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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

（ 本 報 訊 ） 由 Novel
Development & RE/MAX
Inner Loop 推出的薔薇閣盛
大派對將於11月5日星期六
下午1點至6點舉行，具有
全新都市理念的薔薇閣大樓
項目 2015 年推向市場以來
，以其卓越的主題設計，完
善的社區功能，精准開放的
居住環境以及便利優越的交
通條件而獲得市場青睞。

為了更加適應市場需求
，為未來住戶打造更加美好
實用的生活空間，此次新推

出的薔薇閣（The Ivy Lofts
2.0）全新版在原來的基礎
上做了調整和改進，新的設
計將更加突出人文環境，體
現薔薇閣智能小巧，玲瓏多
彩的居住氛圍，而且從戶型
設計，到房間面積，停車場
，健身房，游泳池等配套設
施以及購房貸款都有了新的
改進，最大限度便利購房者
選房和辦理購房業務，15
萬元即可入住。

週六下午的盛大派對活
動多樣，有美味食品和飲料

酒水，貴賓停車，私人有獎
攤位，有意購房的客戶還可
獲得特別的購房優惠。 5元
抽獎券可參加週末的抽獎，
獎品有平板電視和iPad。更
吸引人的還有買獎券（200
元和300元的獎券）抽大獎
，獎品是一套東京戶型的房
屋，價值 16 萬元，明年春
天開獎。

地 址 ： 2604 Leeland
St, Houston, TX 770030

聯繫人：Charels Chou
電話 :832-868-9988

薔薇閣（The Ivy Lofts 2.0）新概念全新再現
今天下午舉辦盛大派對看樣房抽大獎機不可失

B9時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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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11月5日 Saturday, November 5, 2016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當 地 時 間

2016 年 11 月 1 日

，韓國首爾，壹

名 45歲的男子駕

駛推土機沖擊最

高檢察官辦公室

大樓，造成設施

受損，壹名安保

人員受傷，該男

子被警察逮捕。

墨西哥民眾慶祝萬靈節 與巨型骷髏合影
當地

時間 2016

年 11 月 1

日，墨西

哥墨西哥

城，當地

歷史中心

組織聖壇

展覽，慶

祝萬靈節

到來。

伊拉克摩蘇爾地區交戰持續
民眾逃離家園

法國拆除加萊“叢林”難民營
千名未成年人暫居集裝箱 法國加萊，法國當局拆除加萊

“叢林”難民營，約 1500名未成年

人暫居集裝箱。據悉，他們將被送

往其他救助站。印尼壹載人貨運飛機墜毀
機上4人全部遇難

印度尼西亞

壹架載有 4名機組

人員的貨運飛機

，在東部偏遠的

巴布亞省失蹤，

或兇多吉少。據

報道，當地交通

部說，該貨運機

於當地時間當天

上午 7 時 57 分從

巴布亞省的提米

卡 (Timika)起飛，

原定飛往山區的

伊拉加 (Ilaga)，全

程約壹小時半。

貨運機機師在 8時

23 分告訴空中交

通管制人員，飛

機將在幾分鐘內降落，但它卻壹直沒有抵達伊拉加。官員說，飛機出事前曾發送緊急訊號。11月1日飛機殘骸和

遇難者遺體被發現，機上四人喪生。

韓國男子駕推土機沖擊檢察廳
安保人員受傷

伊拉克聯合行動指揮部於當地時間

10月 31日發表聲明，宣布軍方已經展開

摩蘇爾攻城行動。據伊拉克政府軍情報顯

示，極端組織武裝分子已經後退至西城，

並強迫大部分居民轉移到老城區，企圖利

用地形優勢與政府軍進行巷戰。圖為 11

月 1日，在伊拉克摩蘇爾附近壹名男孩牽

引牲畜從極端組織控制的村莊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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