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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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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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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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樂
公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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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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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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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電信
在美國休士頓專門為您服務﹗
壹通信UNO Wireless
中國電信休士頓代理
4G新套餐 中美無限打﹗
華人首選的在美電話套餐
一卡雙號 中美同價
地址﹕10600 Bellaire Blvd #113
Houston,TX 77072
電話﹕281-988-9988, 832-819-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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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蔬菜瓜果達人
王忠貴傳授生態科學知識

【VOA】目前美國大選日僅剩兩個星
期﹐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和民
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星期二都
來到佛羅里達州競選﹒兩人都告訴
支持者贏得勝利的關鍵是出來投
票﹒佛羅里達是一個主要的“戰場
州”﹐對想要贏得總統大選的兩位候
選人來說都非常關鍵﹒

佛羅里達州有29張選舉人票﹐超
過贏得大選所需的270張選舉人票的
10%﹒

最新的民調顯示﹐前美國國務卿
克林頓在佛羅里達領先川普大約四
個百分點﹒現在已有大約160萬佛羅
里達選民參加了提前投票 ﹒

川普表示﹐如果不拿下佛羅里達
就無法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這個說
法“可能是對的”﹒

不過他並沒有對自己失去信
心﹒川普說﹕“我相信必須贏得佛羅
里達﹒我們一定會獲勝﹐大獲全勝﹒”

川普這個星期要走訪7個佛羅里
達城市﹐他嘲諷那些說他落後於克林
頓的民調是“假民調”﹒他還抨擊主
流媒體也克林頓精選班子合夥“操縱
選舉”﹐不過他沒有提供具體的證據﹒

川普在星期二的集會上告訴支

持者﹐要廢除奧巴馬總統的全國醫保
改革﹐代之以較為節約資金的醫保計
劃﹔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宣布明年一些
消費者購買醫保的費用可能要上漲
25%﹒

克林頓呼籲對醫保體制做一些
修改﹐但不主張廢除奧巴馬醫保﹒那
些雇主不提供醫保的美國人要依靠
奧巴馬醫保才能購買醫療保險﹒不
過一些醫保公司由於成本上漲而退
出了這項計劃﹐使得消費者的選擇範
圍縮小﹒

克林頓競選團隊說﹐如果奧巴馬
醫保被推翻﹐那麽兩千萬依靠它獲得
醫保的美國人將失去保險﹒

川普的競選籌款負責人納欽宣
布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川普本人
將不再參與大型籌款活動﹒

納欽說﹐川普將在最後兩個星期
集中精力參加競選集會﹐把他的信息
直接傳遞給選民﹒

華盛頓郵報報道說﹐在 10 月份
之前﹐川普籌款活動給共和黨的國會
競選活動提供了4千萬美元的資金﹒
在大選臨近之前候選人停止出現在
籌款活動上是不同尋常的現象﹒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大選最後階段克林頓與川普力爭佛羅里達州

節目介紹﹕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
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年」﹐本周六 10 月 29 日
(周六)晚間8時將邀請蔬果達人王忠貴﹐上節目為
孩子講解蔬菜瓜果種子﹐介紹種植常識﹐現場小小
嘉賓們打跆拳道有模有樣的羅恩妮﹑古箏彈得好
的李夢藝和喜歡籃球與朗誦的顧修如以及洋娃娃
飛飛都對蔬果栽種表現出高度興趣﹐孩子在主持
人娟子和達人王忠貴帶領下﹐也分享自己栽種經
驗﹐學習生態科學知識﹒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播出時間是周六黃金時
段晚上 8 點到 8 點半﹐周三上午 9 點半到 10 點重
播﹐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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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娟子(左三)與王忠貴(左四)和小朋友講解蔬果知識﹒ 現場十分歡樂﹒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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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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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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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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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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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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國際
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10 月 27 日中午召開董
事會議，會上除討論例行會務議程，這次會議
上除討論國際區內行政經費和經濟等政策運作
議題，也特別聚焦在國際區的治安維護與街道
美化。此會議開放給民眾參加，聽取公眾意見
，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會議當天，討論議題流程包括聽取公共意
見、財務狀況說明、更新回報區內商業經貿、
治安維護等議題。不少國際區董事會成員石山
地產負責人莊麗香、Greatland地產負責人Ste-
phen Le、千賓汽車負責人王超文等人均出席
參與討論。

這次特別針對國際區的道路設施美化，區
內幾條重要主要幹道上路障清除、道路標誌和
街燈設置作討論，希望增加街道乾淨明亮度；

目前區內已有 19 個棋桿，未來將新增必須經
過市府市政規範。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也說，若
有任何道路設置狀況需配人緊急處理，都可撥
打國際區管委會281-564-5252。

大家除對國際區的會務交換意見外，也對
治安維護作討論，希望能增加該區說越南語警
員人數和改善流浪漢的社會問題。S.E.A.L.
Security也到場參與會議，希望能協助降低犯
罪率發生。

董事會每個月第四周的星期四中午 12 時
在 11360 Bellaire Blvd, Suite 960, Houston, TX
77072國際區管委會辦公室舉行，11月會議將
逢感恩節，與12月會議和並舉辦，改在12月1
日(周四)舉行。此會議開放公眾參加，歡迎民
眾參與討論，意見交流。

國際區董事會議 著重治安維護和街道美化

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下周一就是萬聖節，本周
末休士頓各地將有許多免費的
萬聖節派對讓民眾好好狂歡，
想好要裝扮什麼了嗎？不如到
派對感受節慶氣氛吧。
Little Shop of Horrors 電影放
映：

為了符合萬聖節恐怖氛圍
，10月28日(周五)晚間7時30
分至 10 時 30 分在發現綠地公
園(Discovery Green)將免費放
映 恐 怖 電 影 「Little Shop of
Horrors」，邀大家在美麗的休
士頓天際線下一同觀看戶外電
影，電影放映前也會有一些相
關活動和萬聖節變裝比賽，歡
迎大家前來同樂。
Midtown酒吧一條街萬聖節活

動：
10月28日至30 日連續三

天在Midtown附近的酒吧一條
街也有盛大的萬聖節慶祝活動
，歡迎民眾精心裝扮，在熱鬧
的萬聖節氛圍下，感受這特別
的西洋鬼節。活動時間與入場
費請洽各酒吧。
The Houston Zombie Walk：

萬聖節活動怎能少了殭屍
遊 行 (The Houston Zombie
Walk) 呢？10月29日本周六在
休士頓第8奇蹟啤酒廠舉辦萬
聖節慶祝活動，屆時將會有現
場音樂、展攤、食物餐車、啤
酒花園和許多適合各種年齡參
加的有趣活動，重頭戲殭屍遊
行將在下午 3 時至 4 時舉行，
別錯過拉。

The Montrose Crawl萬聖節派
對：

「The Montrose Crawl」
已經連續十年舉辦萬聖節派對
，規模一年比一年盛大，今年
有 12 家酒吧加入活動，不需
入場費，現場有 DJ 放送熱鬧
音樂，並設有多個獎項獎品，
歡迎民眾穿上萬聖節服裝，一
起狂歡吧。活動時間在周六晚
間6時開始。
糖城萬聖節活動：

本周日糖城 Town Square
從下午4時開始也將舉行萬聖
節活動市府前廣場會裝點成萬
聖節廣場，適合各年齡層參與
，歡迎成人、小孩，甚至攜帶
寵物參加萬聖節服裝大賽。

各地萬聖節派對熱鬧登場 歡迎民眾變裝參加
（ 記

者 黃 相 慈
／ 休 士 頓
報 導 ） 美
南 國 際 電
視網15.3台
， 娟 子 策
劃 擔 綱 主
持 的 兒 童
節 目 「快
樂 童 年 」
， 本 周 六
10 月 29 日(
周六)晚間8
時 將 邀 請
蔬 果 達 人
王 忠 貴 ，
上 節 目 為
孩 子 講 解
蔬 菜 瓜 果
種子，介紹種植常識，孩子在主持
人娟子和達人王忠貴帶領下，展現
高度興趣，學習生態科學知識，歡
迎觀眾準時收看。

為讓小朋友了解蔬果栽種知識
，了解如何維護生態環境，動手成
為綠手指，節目邀請到專精蔬菜瓜

果栽種的王忠貴，教小朋友認識農
產品。

現場小小嘉賓應景穿著萬聖節
服飾，打扮成可愛的樣子，有打跆
拳道有模有樣的羅恩妮、古箏彈得
好的李夢藝和喜歡籃球與朗誦的顧
修如以及洋娃娃飛飛，他們都對蔬
果栽種表現出高度興趣，孩子在主

持人娟子和達人王忠貴帶領下，也
分享自己栽種經驗，學習生態科學
知識。

有興趣的觀眾，播出時間是周
六黃金時段晚上8點到8點半，周三
上午 9 點半到 10 點重播，每月兩次
，隔周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
關注。

《快樂童年》達人王忠貴傳受蔬菜瓜果知識
周六晚間8時播出

主持人娟子(左三)與王忠貴(左四)和小朋友講解蔬果知識。(娟子提供)

主持人娟子(左三)與小朋友合影。(娟子提供)

(本報記者黃麗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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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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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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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近百人士聆聽,教
室擠得水洩不通,廣受歡迎,獲益良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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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釗民專家提到，許多僑界人士一聽到房屋有白蟻就
感到相當害怕，這僅是對 「白蟻一定會造成房屋嚴重損害
」的一種迷思；白釗民專家多年豐富經驗來與民眾分享，
當你知道房屋有白蟻出沒時不需太過擔心，用對方法就能
把白蟻請出屋子。

白釗民專家談到,當房屋在建造時，建商會被要求進

行許多措施來降低未來蟲子所導致房屋的損害，可是房子
經過一段時間後，這些當初實施措施的效果難免會有所耗
損，白蟻等蟲害就可能趁虛而入。

白釗民專家提及,常令民眾感到頭痛的就是白蟻問題
。一般都是使用化學藥劑來對付白蟻，由於部分藥劑效果
不佳，常常每過兩三年白蟻入侵問題又再次出現，往往使
僑界人士感到難以招架，以為白蟻是非常難解問題。

專家白釗民表示，現今對抗蟲害的藥劑技術已成熟，
有多種可以輕鬆解決白蟻的化學藥劑已經面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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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釗民專家更提醒，因為Termidor必須為持有執照的
防治蟲害公司才能購買，僑界人士倘若前往購買時，可能
會被店家要求提供執照號碼，需特別注意。

大部份僑界人士對解決家中蟲害的問題傷腦筋，專家
白釗民說明時，現場人士提問踴躍，都期望獲得專家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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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高氣爽 郊遊烤肉去
行之有年，深獲好評的休士頓附

中校友會年度秋季郊遊烤肉大會，今
年與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聯合盛大舉
辦，歡迎校友們踴躍報名參加，失聯
的校友們也請儘快與校友會聯繫以共
襄盛舉。

時間: 2016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六,
11:30 am至2:30 pm

地點:Bear Creek Park, Pavilion 6

3535 War Memorial Dr, Houston,
TX 77084

(281) 496-2177
費用 : 10月22日前報名
會員(校友,配偶,榮譽,贊助會員)

$5.00
臨時參加者每人 $8.00
報名 : 請在 2016 年 10 月 22 日前

電話或 email (請清楚註明中英文姓名,
人數, 及連絡電話)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
報名連絡電話:(832)403-9468 馬

振銘houfuchung@gmail.com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
報 名 連 絡 電 話:(832)554-3834 錢 莉
second.high@yahoo.com

希望各位學長,會員屆時都能攜眷
參加. 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學長及會
員，邀請親朋好友同來共襄盛舉.

休士頓師大附中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聯合舉辦野餐烤肉

講座於 201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
六) 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7001 Corpo-
rate Drive #379, Houston Tx 77036 舉
行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醫療保險
」講座及 問題解答

主題:《奧巴馬健保計劃》
1. 如何參加奧巴馬健康保險？
2. 準備申請前需要注意那些重要事項
？
3. 應該如何選擇奧巴馬健康保險計劃
？

4. 對原有的醫療保險不滿意該怎麼辦
？
5. 剛從外州搬到德州，應該如何申請
醫療保險？
6. 在美國沒有綠卡, 沒有工作過，應
該如何申請醫療保險？

7. 父母或親友來美探親，應該如何申
請醫療保險？
8. 收到帳單，如何理解共同付款的計
算方式？
9. 沒有參加奧巴馬健康保險會有那些
罰款？
10.已近年度開放申請時期(11 月 1
日-1月31日)，應該儘早作些什麼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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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聲社區中心 713-270-8660
Web:www.cchchouston.org
免費報名參加
需 要 事 先 電 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預訂座位
主辦: 角聲社區中心

角聲中心健保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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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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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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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富國挪威為什麽要從其他國家進口垃圾？

挪威是個環保國家。挪威人良好的

環保意識及對環境的愛護更是令人印象

深刻。

在挪威，居民家中的廚房至少有四

個垃圾桶，每個垃圾桶盛放不同類別的

垃圾。根據當地法律，這四種垃圾的分

類分別是食物、塑料、紙張以及其他垃

圾。這種精細的垃圾分類可以大幅提高

垃圾處理廠的分揀效率，也極大降低了

垃圾處理的成本。至於燈泡、燈管和電

池這種需要特殊處理的垃圾，挪威人民

則需要到超市入口處找到專門回收廢舊

燈泡、燈管和電池的兩個垃圾箱。

有趣的是，為了減少壹次性紙杯的

使用，如果妳去連鎖便利店自帶咖啡杯

的話，壹杯咖啡價格僅為11挪威克朗(約

合12元人民幣)；但是如果妳需要用壹次

性紙杯盛咖啡，壹杯相同咖啡的價格是

27挪威克朗(約合29元人民幣)。

有趣的是，為了減少壹次性紙杯的

使用，如果妳去連鎖便利店自帶咖啡杯

的話，壹杯咖啡價格僅為11挪威克朗(約

合12元人民幣)；但是如果妳需要用壹次

性紙杯盛咖啡，壹杯相同咖啡的價格是

27挪威克朗(約合29元人民幣)。

這種深入人心的良好環保意識，使

得挪威多年來都能摘得全球最宜居城市

的桂冠。這種深入人心的良好環保意識

，使得挪威多年來都能摘得全球最宜居

城市的桂冠。挪威對於垃圾的執著，可

不僅限於精細的垃圾分類。當其他國家

還在考慮如何處置垃圾，要建多少個填

埋場的時候，挪威早就在十多年前就將

本國的垃圾利用焚燒再生處理，變廢為

寶。

如果提到垃圾焚燒，妳腦海中浮現

的是濃煙滾滾，黑煙沖天的畫面的話，

那妳就實在太out了。瑞典、挪威等中北

歐國家，早在上世紀 90年代就已解決垃

圾焚燒的技術問題。如今挪威的焚燒爐

利用 850至 950攝氏度的高溫使垃

圾實現完全燃燒，二噁英排放接近

零。

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粉塵使

用電氣集塵器吸附，廢氣還要經過

洗滌裝置、過濾式集塵裝置等處理

程序，符合安全標準後才從煙囪排

放。用瑞典官員的話說就是，垃圾

發電廠的廢氣，要比廚房和野外燒

烤帶來的環境問題要小。

據報道，挪威的首都奧斯陸主要是

通過焚燒家庭垃圾、工業垃圾、甚至是

有毒和危險廢物為市民提供暖氣和電力

，為當地過半的地區和大部分學校的供

暖。別小看這垃圾處理生意，實際上這

能給挪威帶來豐厚的利潤。挪威氣候與

汙染管理局垃圾回收部主管帕爾· 斯皮朗

姆告訴英國《衛報》的記者，他們壹半

的收入來自回收垃圾的處理費，另外壹

半來自焚燒垃圾產生的能源費。

他說：“歐洲的垃圾焚燒市場需求

很大，因此挪威需要進口來自其它國家

的垃圾用於焚燒。”

2014年 10到去年 4月期間，英國布

裏斯托爾和利茲兩個城市就付費將 45,

000噸生活垃圾運到挪威焚燒。據報道，

北歐年產垃圾總量約有1.5億噸，而垃圾

處理廠的總處理能力至少是 7億噸，即

垃圾產出量缺口高達5.5億噸，遠遠沒有

餵飽EFW產業。競爭如此激烈，以致挪

威覺得從英格蘭、愛爾蘭和瑞典進口垃

圾尚不夠用，無奈轉投美洲市場。

中國的垃圾產量正以每年 8%-10%的

速度增長，2010年城市生活垃圾產量約

為 3.52億噸，居世界首位。預計到 2030

年，中國的垃圾產量將達4.8億噸。同時

，中國還是世界最大的電子垃圾進口國

，每年接納全球 70%的電子垃圾。這些

垃圾若處理不當，不僅造成物力、人力

、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還將形成巨大

的環境威脅。或許挪威人處理垃圾的方

式，十分值得中國借鑒和學習。

統計稱美國1/6青壯年男性不工作

靠政府福利過活
綜合報導 據中國之聲《全球華語

廣播網》報道，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最新

統計研究發現，六分之壹的美國青壯年

男性不工作。是不能還是不想？這又反

映了哪些問題呢？

據美國觀察員余浩介紹，美國的就

業形勢已經比前幾年金融危機和經濟衰

退時好了很多，但是依然有 700萬年齡

在 25歲到 54歲之間的男人，既不工作

也不去找工作，這占了這個年齡段的美

國總數的 12%，不包括另外 200萬在找

工作，但還沒找到的年齡段男子。美國

25歲—54歲的青壯年男人，有大約六分

之壹不工作或者沒工作。

這些人去上學年齡偏大，退休又太

早，從而成為受到社會學家關註的令人

擔憂的社會現象。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

不久前就這個現象專門發布報告，顯示

美國官方對長期趨勢的關註。這些男子

主要是低收入階層，高中之前就輟學，

沒有獲得高中文憑，這些人的共同特點

是不會因為不工作而花更多時間在照顧

孩子和做家務事上，而是花更多時間在

看電視等事情上，也許有些男子與家庭

婦女壹樣，寧願不工作過苦日子，只要

周轉得開。

但是問題對於多數不工作，或者失

業男人而言，這不僅意味著沒有收入，

也意味著失去尊嚴，甚至還伴隨而生像

抑郁癥，濫用藥物、自殺以及種種壞結

果，從而成為社會問題。

當然有壹部分人本身不願意工作，

或者有妻子掙錢養家。但實際上調查顯

示只有不到四分之壹不工作的男子有正

在工作的妻子，這個比例過去50年實際

上是持續下降，男人不工作想找老婆是

相當不容易。

有些男人靠政府福利過日子，奧巴

馬政府官員稱，青壯年男子不工作或者

找不著工作的很大原因是他們意識到雇

主對於低技能或者受教育程度低的男子

不感興趣，他們找不到工作就放棄了，

反正靠政府的福利過活也不會比低收入

的生活差多少，何必去工作。

這就提出了壹個問題，政府福利應

當是救急，扶助真正有困難的人，而不

是養懶漢，這些年美國存在福利擴大，

濫用福利的現象，客觀上造成壹批人不

勞而獲，仰賴政府福利。白宮經濟顧問

委員會主席弗曼表示，美國40年代中到

60年代中出生的“嬰兒潮”時代的人已

經陸續進入退休年齡，會騰出許多就業

崗位給青壯年提供就業空間。

他沒有明說的是，這既是為了自己

有比較體面的生活，也是為了美國社安

體系能夠繼續維持下去。因為享受社安

福利的人越來越多，不工作的人如果還

是很多，不僅不交稅，還要吃社會福利

，社安體系將難以為繼。

美國社安體系本來就有到二零三幾

年崩潰的說法，所以青壯年不工作是個

巨大挑戰。弗曼表示美國政府應改善教

育和培訓，令工人對雇主更有吸引力，

幫助青壯年再就業，提供孩子撫養補貼

和帶薪休假制度，吸引更多人出來工作

，為低薪工人擴大稅收優惠，使工作更

具有吸引力。

今年Q3中國iOS收入首超美國 75%來自遊戲
綜合報導 近日消息，根據 App

Annie 發布的《2016 年第 3 季度市場指
數報告》顯示，當季中國iOS收入（即
AppStore在中國地區的收入）以超過17
億美元的成績首度超過美國，成為全球
第壹。

自 2010 年以來，美國壹直是排名
第壹的iOS市場，但由於中國的iOS收
入增長率超乎尋常，目前中國已超越美
國，且比美國高出15%。使用時長方面
，2016 年第 3 季度，中國消費者使用
iOS 應用商店的時間是 2 年前的 5 倍多
。根據App Annie預測，中國iOS收入
增長還將持續，預計到 2020 年，中國
其絕對收入增長將超過其他所有國家和
地區。值得註意的是，中國 iOS 商店
75%的收入增長來源於遊戲，其iOS遊
戲收入超過美國的領先優勢也在第3季
度進壹步拉大。

但是，隨著應用內訂閱等多種收入
來源的出現，整個應用商店也發生了明
顯變化。隨著消費者行為不斷成熟，預
計從現在到 2020 年，現階段占總應用
數25%的非遊戲應用收入將顯著增長。

2016年第3季度中，娛樂、社交、圖書
以及攝影與錄像是中國iOS平臺除遊戲
外最暢銷的應用類別，營收分別實現
3.5倍、4.4倍、3.7倍、10.4倍的同比增
長。就絕對收入增長而言，排在遊戲之
後的是娛樂類別，包括以愛奇藝、騰訊
視頻和優酷等在線視頻應用為代表的在
線視頻應用。在線視頻應用已將觸及範
圍延伸到手機屏幕之外，顛覆了傳統電
視市場。

社交也是中國iOS收入增長最迅速
的應用類別之壹。在社交應用類別中，
QQ、陌陌和映客等溝通和交友類應用
，通過將在線視頻整合到社交平臺帶來
大量收入。這些應用的成功實踐表明視
頻成為社交網絡類應用重要組成部分的
潛力，同時，視頻也可能成為用戶購買
訂閱和功能升級的重要原因。

據統計，中國iOS開發者在蘋果軟
件商店上傳的軟件，已多達 27 萬款。
蘋果官方去年宣布，中國的iOS開發者
人數已經超過100萬人，截至今年第壹
季度，這些中國開發者已經從蘋果Ap-
pStore分到了50億美元的收入。

去過挪威的人的都知道，在挪威想要找到隨意丟棄的垃圾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
。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街道上幾乎看不到廢棄塑料袋或者礦泉水瓶。垃圾回收成為了
挪威人生活的重要部分，而正是那些看似復雜的垃圾分類方式造就了這片土地的清潔
與美麗。北歐富國挪威為什麽要從其他國家進口垃圾？

慈濟行願五十音樂會為路州水災募款

陳美芬、陳清亮夫婦、林飛虎夫婦、王敦正夫婦協助慈濟
為路易斯安那水災的受災民眾盡一份心力

慈濟德州分會慈誠隊員李怡德,前執行長熊士民,副執行長王崑
賢等志工們在音樂會中表演 「鐘鼓齊鳴」 ,旨在祈福無災無難.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
夫婦、組長何仁傑夫婦出席為慈濟德州分會路州水
災募款音樂會

遠道從台灣來到休士頓歌手萬芳在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舉辦一場
募款音樂會共襄盛舉

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提
到災區慘狀，幾度哽咽.執行長
黃濟恩表示,慈濟共捐贈價值83
萬6200元的現值卡及2506條毛
毯，1600 多戶災民受益。現在
災民們最需要您的大愛與援助.
請協助慈濟為路易斯安那水災
的受災民眾盡一份心力，我們
將盡力幫忙他們減輕負擔，並
一起走過這場浩劫。您的慷慨
捐助將能直接幫助受災民眾。

音樂會由音樂創作者李壽全全力以赴支持慈濟德州分會
為水災募款

金城銀行公關侯秀宜夫婦、慈濟德州分會公關陳元憲慷慨捐助
盡力幫忙路州災民減輕負擔，並一起走過這場浩劫

歌手殷正洋於 10 月 16
日下午在慈濟德州分會
靜思堂舉辦一場募款音
樂會上天籟聲音感動與
會人士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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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松編譯/信息來源www.abc13.com）根據美國媒體報
導：10月24日（星期一）晚間，在新澤西州的Wanaque 橋下發生
一起跳橋自殺事件。

經警方調查證實，一名男子脅迫他的兩個孩子從橋上跳到
Wanaque河中的灌木叢中。該男子被證實是John Spincken, 37歲。
該名男子在警方到達現場時已經死亡。他的兩個孩子還有生命跡
象。

據辦案警方介紹：星期一晚上6時55分，警員接到報警稱：
有人從橋上跳下去了，接到報警的警員立即趕到位於 Greeniew
Dr. Pequannock的民宅進行調查。經工作，該男子的妻子說她剛剛
與丈夫發生爭吵，她丈夫揚言要殺了他們的兩個兒子。然後，他
就駕車脅迫兩個孩子走了。

根據新澤西洲際警方表示：大約晚上8點左右，洲際巡警在工
作中接到報警稱一男子帶著兩個孩子可能已經跳到Wanaque橋下
了。隨後，警方調用了直升機和升降機等救生設備進行營救。在
現場警員沒有發現Spincken 在自己的車裡。在橋下的灌木叢中發
現他已經死亡。晚9點左右，兩個孩子被緊急的送往St. Joseph’s
醫療中心進行搶救。警方確認John Spincken 是故意脅迫他的兩個
孩子跳橋自殺的。目前，此案在進一步的調查當中。

新澤西一男子與妻子吵架 脅迫親生孩子跳橋自殺

Spincken 生前與妻子孩子們合影（圖片來自
網絡）

Spincken自殺前所駕駛車輛（圖片來自網絡）

跳下大橋的自殺男子
John Spincken (圖片來
自網絡）警方接受媒體採訪（圖片來自網絡） Spincken 自殺前所在住房（圖

片來自網絡）

Spincken 跳 橋 自 殺 的 地 點
（圖片來自網絡）

兩名男孩子被送往醫院救治（圖片
來自網絡)

Spincken 自殺前照片（圖片來自網絡）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華
裔選民協會」 自今年暑假由創始人袁
國鵬先生將主席重任交託給美南報系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將於今天（10 月
28日，週五） 晚間五時半起，在美南
電視攝影棚舉行 「美國總統大選」座
談會，邀請僑界各行各業人士前來發
表高見，包括白先慎，王曉明，方宏
泰，李雄，黃登陸，浦浩德，常中政
，張傑，趙毅英，馬德五，楊德清，
李秀嵐，孫鐵漢，劉姸等多位講員，
從不同的視角，表達其個人觀感。發
言者僅為其個人觀感，不代表本報立
場。

以下為 「華人之聲 」整理的希
拉里及川普的政見，供華人同胞參考
：
1.移民政策和難民政策

希拉里：大赦一千一百萬以上非
法移民，使美國境內所有非法移民成
為合法，並給予選舉權，享有與美國
公民同樣的社會福利，不主張加強美
墨邊境管理，也不主張控製或阻止未
來非法移民湧入美國。

目標：在第一個任期引進 6 萬 5
千個來自敘利亞的穆斯林難民，計劃
引進37萬4千個來自中東的難民，計
劃引進42萬來自所有穆斯林國家的難
民，來自中東地區的各種移民56萬，
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各種移民共73萬。

川普：大幅加強美墨邊境管理，
增加邊防人員。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
牆，利用美墨貿易逆差及對墨經濟援
助等途徑支付修牆費用， 以此阻止非
法移民和各種毒品湧入美國境內。上
任後將首先遣返有嚴重犯罪記錄的非
法移民，然後遣返有犯罪記錄及濫用
社會福利的非法移民。

阻止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因
FBI 已向國會申明目前無法有效甄別
難民的真實身份，更無法從難民中分
辨誰是恐怖分子。主張幫助敘利亞在
當地建立安全區域來確保難民安全。
將暫時停止引進來自有恐怖主義背景
國家的穆斯林難民 直到能有效甄別潛
在的激進伊斯蘭分子。
2. 法制與秩序

希拉里：支持“黑人生命金貴”

（Black Lives Matter）組織，希拉里
和民主黨對BLM的無原則支持嚴重傷
害了執法人員的士氣和執法能力，助
長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對廣大守
法公民的人身安全帶來了難以抑制的
威脅。

希拉里代表的民主黨主張禁槍。
川普：增加執法人員，加強國防

建設，提供現代化的武器和軍事裝備
，嚴厲打擊違法犯罪，維護社會治安
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共和黨支持合法擁槍。合法擁槍
是美國憲法提供給美國人民用來防止
政府獨裁暴政的重要途徑。
3. 最高法院終身大法官的任命（共 9
名大法官，下一屆總統將任命 3 至 4
名大法官，總統最多八年，大法官是
終身製）

希拉里：希拉里代表的民主黨會
任命自由派的大法官，使自由派大法
官與保守派的比例達到6：3。自由派
支持同性婚姻，支持墮胎，支持LG-
BT 的權益，支持男女同廁強制法令
，支持平權法案 AA（華人的入學比
例必須與人口比例相對應，SAT分數
和GPA要大大高於非裔與西裔）。

川普：川普代表的共和黨會任命
保守派的大法官，支持傳統婚姻，不
強制男女同廁，支持LGBT的合法平
等權益，主張 AA 應有所節製而不是
無限擴大，認為學生升學考大學應該
與個人的努力和成績掛鉤而不是與種
族膚色掛鉤。
4.經濟政策和全球化

希拉里：希拉里支持全球化的貿
易協定 WTO，NAFTA，和 TPP。全
球化導致工作機會和資金外流，國內
貧困程度加劇。奧巴馬治下的民主黨
政府，在過去的七年半中依賴食品券
生活的人數上升了幾乎一倍，國債由
原來的8萬億上升到19萬億。希拉里
準備延續奧巴馬的經濟政策。給中產
階級加稅。給小企業加稅，企業稅將
由35% 增至45%。

川普：川普提倡美國優先。川普
要重新議定 NAFTA 和 TPP 的條款使
得美國作為其成員國也能從中受益。
川普將製定新的關稅稅率來吸引美國

的跨國投資者回流本土， 從而使一些
跨國企業的利潤和工作機會也回流。
通過降低個人收入稅 （最低僅12%）
和企業稅 （由35%降至15%）。鼓勵
創業，增產創收。

川普要給生育婦女6 個星期的帶
薪產假，如果雇主不提供，則由政府
通過失業保險來提供。要大幅增加
ChildCare 費用的免稅額度。照顧孩子
和老人的費用可以用來抵稅。 （至多
4個）
5.外交政策

希拉里：與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相
同，希拉里主張輸出美國的民主政治
，包括對民主不感興趣的國家。在伊
拉克的匆忙撤兵導致了伊斯蘭
恐怖組織ISIS的迅速成長。希
拉里任國務卿時，美國駐班加
西領事館在受到恐怖分子襲擊
前，曾給希拉里發了超過 600
封求救信要求美國派兵增援，
希拉里由於判斷失誤而不予理
會，導致領館在遭到恐怖分子
襲擊後，四名美國公民包括美
國駐班加西大使被蹂躪致死。

川普：川普將尋求與中俄
改善關係，將要求美國的盟國
承擔各自的防務費用（因為奧
巴馬失敗的經濟政策弱化了美
國的防衛能力），主張阻止伊
斯蘭極端主義在世界的傳播並
與穆斯林世界的盟友緊密合作
。堅決消滅ISIS。改善退伍軍
人待遇。一向反對伊拉克戰爭
，主張維護中東的各方角力的
內在平衡。
6.關於奧巴馬醫保

希拉里：希拉里將繼續執
行ObamaCare。目前奧巴馬全
民醫保受人詬病頗多，主要是
普通承保人在承保範圍和內容
不變，身體狀況相同的情況下
， 價 格 普 遍 大 幅 上 漲 。
Co-Pay 和 Deductible 都比以
前多付很多。希拉里還要擴大
Medicaid 的接收範圍。最後的
結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負擔越來
越重。賦稅增加，收入減少，

醫療保險價格隨之上漲。現政府每年
花費 110 億以上的經費為非法移民醫
療買單。由於強制僱傭50以上工人的
企業主必須購買醫保，使得很多小企
業主只僱傭兼職而不是全職工人。

川普：川普將取消 ObamaCare，
允許醫療保險公司跨州競爭，允許個
人從納稅款中扣除全部醫保費用。將
醫療補助計劃（Madicaid）由各州管
理和操作。打亂醫療巨頭的行業壟斷
。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讓利於大眾；
大量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允許低
成本安全性好的藥材公司進入市場參
與競爭。
7.教育

希拉里：支持 Common Core, 贊
同 基 於 膚 色 的 AA 法 案 。 加 州 的
SCA5, AB1726 這些針對華裔孩子入
學的歧視性議案，都是民主黨派議員
提出並全力支持的。華人家庭的孩子
都很努力學習，但是他們將在 AA 法
案下更難上好學校。

川普：取消Common Core，鼓勵
競爭機制，反對基於膚色的 AA 法案
。倡議 提供更多學校讓學生和家長選
擇。加州所有的共和黨員議員都反對
歧視華裔的亞裔細分法AB1726。鼓勵
勤奮的華人孩子們不被 AA，通過自
身努力可以上好學校。

「華裔選民協會」 今在美南電視舉行座談會
暢談 「美國總統大選」 ，歡迎僑胞踴躍參加

Prudential 保險公司的理財專員江麗君（Maria L.K. Kong ) 昨晚在 「 姚餐廳
」 ，舉行晚餐演講說明會，介紹美國退休人士面臨退休計劃的今昔對比，以及美
國現在給予退休人士的退休金（ 加上收入）稅率，如夫婦倆人加起 來超過四萬
元，平均每三元要繳一元的稅金.-------等等，皆作了很詳盡的解說。

Prudential 保險公司江麗君昨舉行晚餐說明會
介紹美國的退休人壽保險理財計劃

圖文：秦鴻鈞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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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於 2014 年
出來開業的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早在開業之前，已在醫學的
領域內埋首三十年，81 年上北京醫科
大學（ 即北京大學醫學院 ），87年畢
業後又繼續讀到博士，之後一直在中國
行醫，2002 年來美，在貝勒醫學院研
究 「內科 」，2014 年出來開業，是中
國城內僅有的幾位內科醫生之一。

栗醫生主 治：內科，家庭全科，
高血壓，糖尿病，腸胃，甲狀腺疾患，
關節炎，年度體檢，婦科檢查，心電圖
，肺功能，血尿化驗，外傷，急診，外
科小手術等。

這些年來，栗醫生看的最多的
「內科」 病症，如一些現代病甲狀腺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些病
如不好好控制，很容易造成血管病變或

心臟梗塞，腦中風，因此 「即早就醫
」 ，把疾病控制住，是對治疾病的良
方。

而如何避免這些煩煩的疾病，栗醫
師認為：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避
免疾病首要條件。如：（ 一 ） 健康的
飲食，如蔬菜，蛋白質，米飯以 1/2,
1/4, 1/ 4 的比例攝取，任何一項多或少
都不好。 （ 二 ） 運動： 多作有氧鍛
鍊，至少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時以上。
（ 三 ）合理的喝水： 不要喝含糖飲料
，不要買商業果汁，水果以吃為主，勝
於榨汁。（ 四 ） 煙，絕對要戒，有百
害而無一利，抽煙易造成呼吸道感染，
甚至罹犯肺炎，肺癌。（ 五 ） 酒要少
喝，（ 六 ）健康的心理： 很多人對心
理健康並不重視，當造成心理的傷害，
「憂鬱症 」找上門才知嚴重。中國人

常以看 「精神科」 為恥，至延誤病情
，造成更大的傷害已太遲了，因此，栗
醫生再三疾呼，要注意心理的健康。

其次，預防體檢的重要： 任何疾
病是預防勝於治療，通過體檢，查出有
無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是給我
們自身的警訊，好對症下藥。

第三，有疾病要在醫生的指導下積
極治療，不要諱疾忌醫，造成嚴重的併
發症，更加難治。尤其一些糖尿病，高
血壓，肝炎，痛風病人，應隨時對自己
的疾病採取警覺，經常量血壓，血糖，
掌握身體變化的根源，知道應如何吃，
如何喝，以科學化的精神對待自己的身
體。

栗懷廣醫師在自己出來開業之前，
是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
west 的主治醫師，他非常關心病人，

視病人如親人，記者曾多次目睹，即使
在下班時間，栗醫生還會親自接電話，
認真回答病人詢問如何服藥的細節，對
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鉅細靡遺，瞭如指掌
。栗醫生還經常抽空參加社區的健康講
座，對每一位僑胞，認真解說保健的要
點，把所學回饋僑社。這與有些醫生匆
匆看完一個病人，分秒必爭，忙著接下
一個病人的態度迥然不同。從學驗俱優
的栗懷廣醫生身上，我們看到醫師 「
濟世救人 」 的偉大使命感，而非僅僅
是把它當作一個掙錢的行業而已。

「黃金醫療中心 」每週七天看診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週一至週五，為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六時，週六為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週日接受預約。
「黃 金 醫 療 中 心 」 的 地 址 ： 9750

Bellaire Blvd.,#180, Houston TX 77036

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博士談保健
在於即早就醫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 金冠海鮮酒家」 新推出特價白灼大蝦，每盤特價僅18.99 元
推出特價雙龍蝦堂吃，外帶不限量 特價海鮮，不限量，隨意點(限堂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已於去年年底開張
的 「金冠海鮮酒家 」，經過半年多來的努力
，磨合，生意愈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節午，
晚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冠
海鮮酒家」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特價海
鮮：2，德州生蠔（蒜蓉或豉汁 ），半打
$11.99 元，一打$21.99 元，3，維吉尼亞紅蟹
（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煲 ），每客$9.99 元，以
及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一個Or-
der 是$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原價，
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特價雙龍
蝦」 ，一律給予每個order 都是$26.99 元，這
對大量來買外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好
消息。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主，其七天茶巿，週一至週
四上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週五、六上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
，週日上午十一時半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餐
（年節、假日除外）每道菜6.25 元起，包括貴妃雞、涼瓜牛肉
、椒鹽排骨、京都焗肉排、沙律合桃蝦球、干煸四季豆，干炒
牛河、星洲炒米、鴨絲煎麵……等粵菜。

另 「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包括： 「頭抬
」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札蹄、玉龍卷、酥炸鵪鶉……等
，其特色菜包括：紅燒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貴

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鹽焗排骨、蘭遠滑牛肉，脆皮
炸大腸、清蒸游水魚、焗龍蝦、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
塔炒蜆、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蟹肉扒豆
苗、馬拉盞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不
出來的菜色。

「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車位多，省卻了您吃飯找停
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敞，佔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
為莫大的享受，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餐，可以屏風
隔開，保持隱私。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到所有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

，以客為尊，無論添酒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
，有 「賓至如歸」之感。

今秋時節，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項名菜餉客，也
歡迎外賣（TO GO），他們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
拿了就走，作家庭Party 或公司Party使用。

「金冠海鮮酒家」的地址在： 10796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 TX 77072（百利大道與Wilcrest 的交口，原Kroger 舊址
）

定座電話： （281） 575-1768，
FAX：(281)575-1763

圖為 「 金冠海鮮酒家」 新推出的新鮮白灼蝦，每大盤
僅特價$18.99 元。（ 記者秦鴻鈞攝 ）

華嚴蓮社本週五起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連三日
華嚴蓮社訂於 2016 年

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三十日（農曆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日）星期五~
星期日假本社最吉祥殿，
啟建藥師消災祈福發揮，
將三永日誦經功德迴向參
與者闔家平安，身心健康
，增幅延壽。同時祈禱國
泰民安，風調雨順，世界
和平。

二十八日上午九時起
恭誦佛說觀藥王上二菩薩

經，二十九日上午九時恭
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
德經，三十日早上九時起
禮拜慈悲藥師寶讖。中午
十一時奉獻妙供，上供十
方三寶，下濟六道羣靈。
下午四時晚課及蒙山施食
，利益幽冥眾生。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
善信人等，駕臨拈香，同
祈福益，凡欲祈福消災者
，即日起敬請與華嚴蓮社
聯絡登記，以便設立消災

延壽祿位。三天法會均備
有素齋供眾，歡迎踴躍參
加，同沐法雨，共邀福佑
。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地 址 ： 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2128

Tel:281-495-9700 ,
281-879-4485 FAX:
281-498-2984
Email:ablsbuddha@yahoo.
com.tw

理財保險專家江麗君昨舉辦理財及保險研討會

（ 左起） 黃泰生，王秀姿，伯尼莊麗香，伯尼先生在研討
會上。

Prudential 專 家 介
紹退休理財之道。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江麗君在研討會上講話。

觀眾聽得十分專注。

研討會現場熱烈情況。

五十餘人出席研討會，發問踴躍。

江麗君（ 右立 者 ） 至每桌分發投資理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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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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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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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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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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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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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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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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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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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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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年

會 ” 定 于 11 月 19 日 （ 周 六 ， 5:

30pm-9pm） 在 Super 6 Buffet ( 5425

Highway 6 South No. A100, Missouri City

) 舉行。屆時懇請 HCCBA 全体會員務

必出席，并邀請所有關心和支持華商會

事工的牧者、顧問、和朋友們踊躍參加

。

會議議程

1、大會特別邀請孔毅弟兄出席并

主講 ”當代商場人士的幸福人生”。

作為職場導師的孔毅弟兄，針對按

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如何通過聖靈幫

助，激發新的潛能和熱情？對來自家庭

、事業和健康的壓力，如何尋找到三者

之間的平衡點？怎樣戰勝環境變化和未

來衝擊而引起的焦慮和恐慌等等；孔毅

弟兄以大量職場信息和實例令人耳目一

新，通過聖靈指引教導您重拾信心，發

揚基督精神，追求和實現當代商場的幸

福人生。 期間還安排孔毅弟兄與您

“問與答” 時間，機會難得，莫失良

機。

孔毅 (Roger Kung)被公認為全球通

信，電腦及半導体行業杰出科技先驅人

物，并享有盛名的領導者。他擁有近

40年管理經驗，与您分享職業生涯中

的瓶頸突破，思維方式，硬實力与軟實

力的秘訣。通過歷經成功与失敗的种种

考驗，思考如何成為一名事半功倍的管

理者。孔毅弟兄的講演理論深刻，觀點

獨到，更具實用性。他是華商會 "職場

領導力" 講座系列主講人。

2、 2016年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主要

工作進展匯總：

• 舉辦孔毅 “職場領導力”系列講

座;

• 舉辦女作家施瑋的文學講座 “企

業與文化藝術的信仰融合”;

• 承辦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 2016 年

會;

• 與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晚合辦2017

華人企業高管培訓課程

值此感恩節前夕，休斯敦基督徒華

商協會為幫助更多的海外華人邁向成功

，將聯手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士頓分

會、全福會休士頓分會、共同開創新的

合作互動平台。借此，盛邀廣大華人企

業人士積极參与，共商盛事！

會議時間：11月 19日（周六，下

午5點30分-下午9點）

會 議 地 址 ： Super 6 Buffet 5425

Highway 6 South No. A100, Missouri City,

Texas 77459

聯系人：付慶農 832-228-2678；嚴

偉偉 713-859-6808

郵件地址：aaronfu8@gmail.com ; weiw-

eyan777@gmail.com。

晚餐安排 : 備簡單晚餐, 會員免費

, 非會員每人$10元。

2016年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年會

慈濟基金會將於 2016 年 10 月 30 星期日上午 09:30–中

午 12:00舉辦今年度第二次免費社區健康日. 預防勝於治療,

現在正是流感季節, 主辦單位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需要肺

炎預防注射的民眾請帶保險資料(卡).

各專科醫師諮詢：心臟科醫師 豐建偉,施恵徳; 家庭/內

科醫師曹有餘,汪家成,Kaisen Fang; 不孕/婦科醫師鍾正芳; 眼

科 Dr. Hoa To; 小兒科兼針灸醫師 Yingying Wood; 肺科醫師

Charles Lan; 牙科醫師 張濟, Lily Chen, Margaret Lan, Ted

Sheng; 中醫/針灸醫師葉羡敏,Pemg-Yun Wang； 精神科醫師

尹珺；風濕病科醫師莊仲安醫師； 腸胃科 楊醫師物理治療

師林婉貞; 葯劑師王芬. 在醫師諮詢之前主辦單位請到了 H.

E.B. 藥劑師 Stephen Au,十多位註册護士為大家量血壓、血糖

、膽固醇檢查等項目做為諮詢前數據的參考, 最後有德州大

學社區醫療中心- 西南家庭科診所的團隊包括 PA Lien Thuy

Nguyen 為您做身高, 體重, 身體質量指數 BMI 健檢及有關的

健康敎育。

歡迎您,讓我們一起為照顧我們的健康努力加油.

日期：10/30/2016 (星期日)

時間：9:30 AM~12:00 NOON

主旨 :慈濟 2016 年第二次免費社區健康日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慈濟 2016 年第二次免費社區健康日

2016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會長郭原宏表示,由涯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所
主辦的第三屆休士頓台灣海外青年職涯座談會將在本周日(10/30)上午
十點到下午三點舉辦。地點為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本活動將分享找工作技巧、履歷表撰寫重點、及自我推薦的方法
等。

105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最後的重頭戲，將在10月30日星期
天晚上五點半，在Hilton Post Oak 舉行雙十國慶餐會，為今年國
慶系列活動劃下句點。本次盛大的晚會，是僑胞們前來為中華民
國祈福，同時會見各僑界朋友，互相聯誼的最佳場合。晚會中將

有 豐 盛
的 晚 餐

，精彩的娛興節目，並且有台北來回機票的現場抽獎，想必一定
會為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帶上一個完美的高潮。
清朝詩人龔自珍曾有名詩，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說他離開了京城，但是
愛國之心絲毫不減，雖然身軀會衰老，但是那份愛鄉愛土的心意
，就算化成了春泥，也要保護那朵美麗的花。中華民國僑胞愛國
的心意也是如此。這場晚會將在僑胞們的歡聚和歌聲中，為今年
的雙十國慶帶上句點，期待明年再見。

雙十國慶餐會將在10月30日星期天晚上五點半 在Hilton Post Oak 舉行



B6廣 告 B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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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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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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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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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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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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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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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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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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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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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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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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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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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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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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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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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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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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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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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10月28日 Friday, October 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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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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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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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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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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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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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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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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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專頁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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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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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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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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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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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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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