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3, 2015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
會長、
、理事就職大典
昨舉行成立大會 並舉行主席、會長
成立，並祝福該會日後前程光明，遠大及
獲利。GREEN 議員多次強調，AREAA
不但促成亞裔的成功，也為非洲與拉丁裔
的組織與亞裔們團結在一起，凝聚成一股
極大的力量，不但為美國的經濟成長及發
展做出卓越的貢獻，也為此將世界多國與
多族裔融合成美國多元化文化，造就了美
國的民族與文化特質，使美國成為強國。
GREEN 議員以幽默，生動及生活隨
處可見的經濟消費，購屋能力與促動美國
工商界全面配合房地產的興盛而共同獲利
。在美國發展之外，GREEN 議員也呼籲
海外的亞裔朋友們，善用美國 EB-5 投資
移民的政策，投入 50 萬美元，不但可以
獲得綠卡進入美國，更能夠因為參與美國
房地產的大業，實現其美國夢，也幫助振
興美國的經濟成長，可以說是多功能與多
面全贏的美好局勢。
美國需要亞裔們持續以財力，物力，
及 創 業 的 實 力 ， 使 美 國 成 為 強 國 。 AL
GREEN 的切實及精譬的演講贏得全場的
熱烈掌聲。
當 天 出 席 大 會 的 除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 外 ， 還 有 市 長 代 表 ， 市 議 員
MIKE LASTER 及 RICHARD NGUYEN
，以及兩岸的官方代表，包括 「中國領事
館」商務參贊曹德榮，以及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鄭蔡雄組長等多人。

德州佛教會舉辦觀音聖誕法會
德州佛教會會謹訂於二Ο一五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六）及十二日（星期日)，在玉佛寺舉行兩日祈福發願觀音法會，以慶祝觀
世音菩薩聖誕。歡迎闔府蒞臨，共霑法益。
四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法會中，將恭請 上.宏下意法師開示： 「尋聲救苦 遍灑甘露」謹以法會功德，回向祝禱護法信眾吉
祥如意、福慧增長、消災免難；並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法會期間，設有 『消災祈福延生祿位』，敬希十方信眾隨喜發心登記，祈求觀世音菩薩甘露遍灑，令所有善信熱惱消除、清涼自
在、平安吉祥，同時也一起發願，修學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自利利他，讓慈悲喜捨遍滿人間。詳情請洽玉佛寺辦公室：電話
281－498－1616。地址：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96
觀音聖誕法會活動時間表
四月十一日 4/11/2015（SAT）9:30AM ~ 4:00PM 禮拜 「慈悲三昧水懺」，觀音殿
四月十二日 4/12/2015（SUN）10:00AM ~ 12:00PM，法師開示
恭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及稱念聖號、佛前大供、回向 大雄寶殿 1:30PM~3:00PM，觀音普佛，觀音殿
備註：兩日法會皆敬備午齋結緣

25 號出口
送$5 元或$10 餐券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總會長鍾凌波
總會長鍾凌波（
（右二
右二）
）頒發授証獎牌給
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
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
（左二
左二）。（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國會議員 AL GREEN（
GREEN（右三
右三）
）頒贈祝賀文告給首任會長林富桂
（ 左 三 ） 而 與 （ 左 起 ） 市 議 員 MIKE LASTER，
LASTER， RICHARD
NGUYEN，
NGUYEN
，及全美會長鍾凌波合影
及全美會長鍾凌波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44 號出口

送$10 元或$12 餐券

請注意：

送$10 元

27 號出口

將開 10:30AM 班車

請注意：

將開 11:00AM
班車

4 號出口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3 人一房），$398（2 人一房）再買二送一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 起，$430 再買二送一
美東六天
$175 起，每人$375（再買二送一）
美加東八天
$303 起，每人$606（再買二送一）

美西七天
$215 起，$318（再買二送一）

歐洲五國八天 $830
歐洲五國十天 $1048
歐洲八國十二天 $1260
東歐五國九天 $780
北歐七天 $730
北歐十一天 $1300

洛磯山七天 $566
含休士頓來回機票$3599
僅 5/30，6/20 兩團
英、法、瑞、德、奧、意、梵蒂網

商業部門

WWW.CHINATOURUSA.COM

信不信由你

（本報訊）休士頓救國團之友
會今年暑假在台灣協辦 2015 年華裔
青少年台灣觀摩夏令營，報名至 5 月
20 日截止。救國團之友會會長徐朗
表示，救國團海外團友會和台北劍
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每年都為海外
華裔青少年設計專門的暑期中文夏
令營活動，目的是以學習中文、 增
加交流及欣賞中華傳統國粹、藝術
的機會，讓海外的兒童及青少年能
進一步認識中華歷史文化和台灣發
展現況。
台灣青年救國團已有數十年舉
辦夏令營的歷史，台北劍潭海外青
年活動中心在安排華裔青少年的各
項營隊上，一向具有充分的經驗與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上海,南京,無錫，蘇州,烏鎮
八日遊 僅 $699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Debbie 文媛
文媛/Manager
/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

Jenny Zhang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281281
-630
630-2212

18001800
-856
856-0002
0002×
×116

www.yulfgroup.com
Tel：281
281-501
501-8330 Or 832
832-978
978-6440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 Gessner）Houston TX 77063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吳念湘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281.207.5088,

281.772.0888

713 630
630-8000

全球第一房產公司休士頓中國城旗艦店
Outstanding Agents
Outstanding Results

您投資房地產的領航者
商業
投資

城中區
僅售$42.9萬

臨湖用地
僅售110萬

隨時入住，
2200 呎，走路到醫療中心， 精美靚房 3 房 3.5 衛，
4.9 英畝湖景土地，
臨近 Galleria Mall 和娛樂區， 新裝修木地板，挑高大廳， 寬敞客廳內置娛樂區，
環境優美，安靜，
室內剛刷漆，裝修高雅
寧靜安全，物超所值潛力 壁爐。實木地板，大廚房。 是您安家投資首選！
廚房大理石面，瓷磚地板。
大，投資自住皆宜。

8mm $1.99 /呎＆up
12.3mm $2.35 /呎＆up
12.3mm $2.99 /呎＆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32-353
832353--6900
832--877
832
877--3777

安馨
成家

• 福遍県美觀新上市，十年新 4 房 3.5 厠 3 車庫,近
湖,主卧樓下,花崗枱面，售 38 萬
• 福邊縣新上市,近全新 2014, 三千呎, 4 房 3.5 浴,
節能設計, 主臥樓下, 樓上特大遊戲間, 開放式厨房,
花崗岩枱面,樓下地磚. 僅售 27.9 萬

聯禾管理

Royal Oaks
超低價出售

近中國城，獨棟樓，
環境優雅，設備齊全
4 房/2.5 衛/3 車庫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763

楊凱智

Steve Yang, Agent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

2010

Josie Lin

林承靜
832-618-5898

開張期間

植牙：$1299

your G

牙齒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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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舖
吉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精通國語、英語、粵語、閩南語、西班牙語、越南語的國際化團隊！

www.united888.com

1205004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 3D Cone Beam

長短期租屋，商業大樓、辦公室、店面出租與管理
具備德州政府核發執照，專業維修班底，讓您省時省心。

免費 市場分析，歡迎預約諮詢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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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學區高級住宅,4 房 3.5 浴 3 車庫,專家設計,空
調,爐頭,抽油煙機及屋頂剛換新, 購物及交通方便
售 43.7 萬
• 近 6 號公路,重新裝修,3 房 2 浴,一層樓, 全部磁磚,
花崗岩枱面,後院有孩童娛樂設施, 新上市, 售 15.9 萬
• 另糖城有數套房即將上市

(713)630-8000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Bus: 832-999-4966

選屋，議價，出租，管理一條龍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jlteam98@gmail.com

Sean Wong

平均節省$825*

＊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 2012 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 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 A.
M.Best 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 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United Property Management

• 福遍 Riverstone 全新屋, 5 房 4.5 浴, 從未住過,
一樓全部木地板厨房,浴室花崗岩枱面,高頂,採光好,
院大.租$3780
• 城北 Klien 學區, 3 房 2 浴,木及磁磚地板,花崗枱面,
好區租 $1580
• 城北 Klien 學區，４房３浴，一樓全磁磚，花崗枱面，開放式厨房，
自動澆水系統，遊戲間。$1950
• 近醫療中心及城中心，有自動閘門，高頂三層樓帶陽台，一樓有臥室
可做辦公室，附設家具，3 房 3.5 衛 $2900
• 糖城 59 號旁，好學區，近高爾夫球場，全新裝潢開，放式有天窗的廚房
4 房 2 衛 $2300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我們說你的語言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售: 西北區精華地段購物廣場內，旺舖兩筆，有長期租客，售 145 萬/180 萬。
售: Beltway 8 北，機場附近，多處開發辦公樓，11 英畝地待開發。
售: 市中心新興區 EaDo 多筆土地待售，適合大型開發。附近新建獨立屋 40 萬起。
售: 4 Plex 近中國城 4 單位小型公寓，僅售 19.5 萬，月收租 3 千 4。
售: 中國城敦煌廣場多筆商辦、店鋪待租$1750 起，待售 29 萬 9 起。
得
不可多
醫療中心
僅售$62.8萬 $57.58萬

❶您的車子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服務休斯頓大都會區，糖城，密蘇里市，Katy，Memorial Area，醫療中心，
能源走廊，West-U，Downtown 城中區，City of Bellaire，Heights 等區。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保護：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 Brghtwater 區，兩層樓房，3210 呎，全木地板，僅售 31 萬 5 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 2500 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3.糖城，Lake Pointe 高級區，2013 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
，高享受的湖邊
9611 Hillcroft Street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Houston, TX 77096
4.糖城，Telfair 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 年，約 2500 呎，3 卧室加書房
，
僅售四十萬八仟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 區，Bellaire 市，Mo、city，Katy，Sugar
land 等市。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UNITED 聯 禾 地 產

Westheimer
僅售9.89萬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Shannon Gao
高紅

糖城福遍地產

Owner/負責人

敦煌地板

(實木複合地板)

andy.hsu@aarealtytx.com

sunny.hsu@aarealtytx.com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 20 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1. 位於糖城 Riverstone，2008 年建房，總面積 2585
呎，一層四房二浴二車庫，前廳高挑寬敞，客廳落地
窗戶，全新裝修，島式廚房，大理石工作台面，超大
步入衣房，浴室廚房瓷磚地面。現價 26 萬 5
2. 位於 Richmond City，2007 年建房，總面積 2150
呎，一層三房二浴二車庫，高挑屋頂，超大主臥室，
衣房，硬木地板，花崗石島型廚房，軟水系統等，售
價 17 萬 9
3. 利和新村連體別墅，三房二衛，安全門，整潔豪
華，近各大超市、銀行、飯店，僅租$1100/月

Sales Associate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4.99 /呎＆up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位於 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 4 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1) 近 8 號/Brain Forest Lake Side
Place，2,271 呎，一層樓 3/2/2，有游泳
池，新油漆，木板地，高屋頂，採光好，
情況良好，環境幽美，$274,900
2) Miss Bend 近 2500 呎，二層樓，3 房
3 衛，加遊戲間，原 Model Home，投資
自住皆宜，$152,000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Memorial 近 Dairy Ashford，黃金地段土地出售，占地 2 萬英尺，可自建私人住宅或商業店鋪，適用小型療養院，嬰幼中心，教育中心
等等。欲尋有識投資人士。出售價：$ 679,000.00
•糖城二層屋 4 房 2.5 浴，適初次購屋人士，正式餐廳，私人遊泳池, 漂亮庭院，遊戲間，交通便利，緊鄰 6 號。售價$14 萬 9 千 9
•近 Humble/1960, 4.5 英畝商業用地，待開發，緊鄰商業中心區/大型連鎖店，投資前景好，覓有遠見人士，回報潛力高。距休斯頓國際
機場 15 分鐘，每尺售價: 8.75
•近 249/LOUETTA 繁華商業區，三千尺大屋，四房三衛，挑高廳，落地窗，一層實木地板，正餐廳，挑高頂書房，新油漆，寬敞廚房，大理
石臺面，大遊戲間，仿木地板，一年新冷氣，屋況極好，售$218,800
•KATY 明星校區，2300 尺兩層 4 房 2.5 浴，寬大客廳，正餐廳，開放式廚房，優美庭院設計，戶外亭臺。二樓大遊戲間，保養佳。月租: $1950
•新屋銷售，位於 6 號和 Fort Bend Parkway, 超豪華湖景屋，每棟保證占地一英畝以上，基本四房/五房/三車位，戶外廚房，特別制定
酒窖，奢華內部裝飾，最新節能材料，遠程操控，定時燈光系統等等智能管理，盡顯主人個性，售價$550,000 起
•Pearland Sunrise Lakes 社區 3200 尺屋，一任房主，保養佳，挑高大廳，正式餐廳/書房，一層全地板，二樓遊戲間，開放式廚房，大理石
臺面，前後院自動撒水系統，售價$274,900
•近香港城雅房出租，3 房 2 浴，全新內外油漆，一樓高挑大廳/早餐廳，月租$1250. 出入方便, 近八號公路/WestPark Toll。

(高仿真複合地板)

暑假期間加強華語文研習，對說、
聽、讀、 寫能力為主的營隊。加上
民俗技藝研習、團隊建立、環島旅
行來豐富夏令營生活，歡迎大家踴
躍報名參加。
報名表及活動須知請向休士頓
團友會會長徐朗索取詳情可致電休
士 頓 團 友 會 會 長 徐 朗 ，
832-782-4098， 及 劉 志 恆 監 事
281-343-5523 .
費用 US $ (美元)包含 21 天從週
一至週日，三餐，住宿及所有活動
（課程+週末旅遊活動），不包括機
票。學員 US$1,525 / 家長 US$ 1,775.
接 洽 電 郵 ： jenniferliu9999@gmail.
com




買地板
送靜音地墊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準備，特別是課程的安排 及校外教
學的行程都是每年根據學員及家長
的意見交流來調整。事實證明，台
北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是有豐富
經驗的夏令營主辦單位。
今年的 「海外華裔青少年台灣
觀摩夏令營」則提供三周的行程，
從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21 日，包括第一
周的台北都會遊及後兩周的台灣全
島環島遊，讓參與的學員有更豐富
的觀摩台灣文化旅遊經驗。凡是 12
至 20 歲的華裔青少年均可報名參加
。
2015 「海外華裔青少年台灣觀
摩夏令營」，對華語有興趣的海外
青少年設計，重點為華裔子弟們在




又福地板

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完美！

左起:: 黎瓊芳
左起
黎瓊芳((主持
主持)) ，張錦芳教授
張錦芳教授，
，梁毓熙教授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AlphaMax Realty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專精

驗；幫助在美中國留學生進行
科學的職業規劃和創業選擇，
提供職業規劃咨詢，行業領域
的未來走向和留學生留美移民
，創業指導的交流平台。
校友會近期公布部分招聘
職位，請應聘者提前根據相應職位准備好簡歷。
與會者請提前發送 Email 至 gn3hs@hotmail.com 進行
報名，郵件裡請注明姓名，性別，畢業院校，專業。本
次論壇暨招聘會免費入場，下午午 3 點准時開始 check in
。歡迎在校學生，應屆畢業生，在職青年精英踊躍參加
，這或許就是你人生成功的一個轉折點！
活動時間：2015 年 5 月 25 日 3：00pm-6：30pm
活動地點：Hess Club ( Grand Ball Room)
地址：543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SOUTHWEST

Mei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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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十時收看重播。同時，也
可在這兩個時段點擊網站
http://www.ustream.tv/channel/itv-programing 同步收看
。若對此集內容有提問，亦
可電郵 monitcheung@yahoo.
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陳先生手機 281
281--561
561--6288

1. 近醫學中心，雙並屋，各二房，一浴，全新裝修。有房客，月入$ 1350 適合投資者。售 $ 130,000.
2. 近醫學中心, 1734 尺，三層樓房，二或三臥室，二車房，明亮寬敞，木地板與樓梯，廚房花崗石枱面，不銹鋼廚具，
有社區鐵門。僅售 $275,000
3. 近醫學中心，788 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4. 近 Westheimer 與八號路，一層，一房, 一 浴公寓，有車房，社區鐵門，遊泳池。可自住或投資。僅售$94,900.
5. 近中國城，1940 尺，三房二浴，全新油漆，瓷磚與 Laminate 地板，室內多樣換新，浴室重新裝修，廚房花崗石枱面，
新洗碗機。適合投資或自住。屋主將換新屋頂，僅售$135,000
6. 糖城，三房二浴二車庫，好學區，帶家具，設備，包水電，全地磚，可立刻搬入，月租$1350.
7. 西北區, 離中國城 20 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 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
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僅售 $215,000
8. Montgomery 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25,000-145,000.
9. 6 號與 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0. 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2,751,100.
11.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500 平方尺，每尺$0.54，可立即搬入。
12. 59 號，8 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14 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上卸貨區。售 $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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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團 2015華裔青少年台灣暑假夏令營報名
救國團2015
華裔青少年台灣暑假夏令營報名55 月 20
20日截止
日截止
全球傳愛、
全球傳愛
、發揮愛心
發揮愛心，
，融入台灣精彩的生活和風光与慈善精神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713--568
568--8889
全旅假期 713

之粵語天地<深情流露>，將
會探討夢的奧祕，以例子解
開〝夢之迷〞，以及分析九
種夢的由來。
觀眾朋友請留意週日(4
月 5 日)下午三時，在 55.5 電
視台(休斯頓免費頻道)的粵
語天地節目，及在下週二上

<本報訊>就在石油價格下滑， 休斯頓經濟放慢，
各大石油公司裁員期間，雪中送炭的機會來了！ 由大休
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主辦的 2015 年德州中美職業論
壇暨大型人才招聘會(Texas Sino-America Career Forum
and Career Fair)將於 4 月 25 號在 Hess Club 隆重舉行。
聯合校友會和本次活動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
領事館教育組，Texas A&M 大學，萊斯大學， 德州大
學， 休斯頓大學等大力支持。 成為每年最大的免費現
場招聘活動。
目前洽談參與公司包括 天津鋼管, 中國石油，中國
石化，富士康，中國航空，龐統企業, 山東玉皇等各大
中資公司美國分公司的大力支持。
此次職業論壇以留學人員職業交流和規劃為導向，
將誠摯邀請大休斯敦地區各行各業中嶄露頭角的華人精
英和先進代表人物出席（涉及醫學，科技，工程，咨詢
，法律等各大領域），將成為休斯敦地區規模最大的以
傳播分享優秀華人的奮鬥經驗和美國企業領袖的成功經

星期三、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送$5 元或$10 餐券

星期五

http://www.luckymoving.com

德州中美職業論壇暨大型人才招聘會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ITV55
ITV
55..5 粵語天地之
粵語天地之《
《尋夢的意義
尋夢的意義》
》

713713
-777-9988

訂座
電話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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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每晚發噩夢是
否徵象著身心有不妥呢？夢
是否真有啟示的能力呢？若
因夢的內容詭異而令日間的
工作或心情受到影響，又怎
麼辦呢？由黎瓊芳主持，休
斯頓大學社會工作研究院張
錦芳教授及梁毓熙教授主講

圖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GREEN（後排右 5）頒發祝賀文告給 「全美亞
裔地產協會」」 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律師
裔地產協會
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律師（
（ 左五
左五），
），與全美總
與全美總
會會長鍾凌波（
會會長鍾凌波
（ 後排右四
後排右四），
），休士頓分會創始人李雄
休士頓分會創始人李雄（
（ 後排左
四）與出席貴賓
與出席貴賓，
，該會理事合影於大會上
該會理事合影於大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1-877-308-9688




，監督分會主席團，會長林富桂女士與理
事團隊的就職與宣誓之際，鍾主席特別強
調，希望休士頓分會的成立，能迅速的把
AREAA 全美的一萬四千位會員，擴大至
一萬五千人。鍾主席除了在全美為亞裔房
地產業做出貢獻，也先後造訪了中國大陸
，韓國，日本，香港，越南及東南亞大國
，幫助亞裔的朋友們支持與參與 AREAA
的多項活動及成為 AREAA 的會員。
林富桂會長在致詞時感謝各界的企業
與房地產的領袖們，政界的多位議員們參
加此一盛會，共襄盛舉，印證了中文的名
言︰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林會長強調，休士頓分會在發展亞裔地產
業務的同時，也將盡其心力為教育與能源
界注入活力，為大休市的經濟發展做出貢
獻。
另有多位市議員包括 MIKE LASTER
，RICHARD NGUYEN 代表 PARKER 市
長祝賀 AREAA 休市分會的建會成功，並
預祝該會日後有豐碩的成果與收穫。在致
詞中，可以聽到及看到亞裔地產界的精英
們在克服萬難中，創立了耀人眼目的諸多
成就，也看到亞裔的第一，第二乃至第三
代移民的持續努力與他們共同紀念他們的
亞裔家鄉，這都說明了亞裔對傳統的尊重
與其熱愛鄉土的熱情。
大會的高潮是會長林富桂邀約的國會
議員 AL GREEN 的主題演講。國會議員
AL GREEN 首先祝賀 AREAA 休市分會的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1-877-427-6066
16 Elkins Road,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德州分公司




（本報記者秦鴻鈞） 「全美亞裔地產
協會休士頓分會」（AREAA HOUSTON
）於昨天（四月二日）下午五時至七時假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舉行盛大的分會成立大
會及休士頓分會主席，會長及理事們的就
職大典。為此，AREAA 2015 年全美主席
鍾凌波及全美各大城市的要員代表均親臨
現場共同見證此一歷史時刻。因為房地產
是美國經濟的龍頭，可以帶動各行各業的
經濟發展，開創經濟成長與就業的契機。
因此，休士頓市長代表，市議員，州議員
及國會議員與兩岸政界領袖都參加昨晚的
盛會，同申敬賀之意。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市分會
（AREAA HOUSTON）的創會主席，創
會理事李雄主席，首先致詞，他說︰ 「三
十年前我初來休士頓時，亞裔社區人口祗
有兩萬五千人，但現在亞裔人口卻增長了
十倍，更重要的是亞裔的勤奮及努力為大
休市的經濟發展做出重大的貢獻。雖然
AREAA 在全美已成立了許多年，休士頓
分會至今才成立是因為本會在等待一位能
領導群雄的會長及一個強而有力的董事會
與理事團隊。今天我們以喜悅的心，迎來
休市的地產名人林富桂女士出任會長及她
的強勢團隊。我們期望休市分會將在全美
AREAA 的信譽與基礎上，開創更美好的
前景。
隨後 AREAA 全美主席鍾凌波致賀詞
，在鼓舞及慶賀休士頓分會的成立及見證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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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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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Dr. Dat V.Pham,DDS

英文：
281-402-818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休城讀圖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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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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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良工商會慶祝七十週年春宴（下）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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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京撕新片海報
不滿宣傳方未展示其他演員

近六百人出席安良七十週年的盛會

國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林富桂
律師（
律師
（中）頒發祝賀文告
頒發祝賀文告，
，由會長
（左起
左起）
）江麗君
江麗君，
，李錦繁
李錦繁，
，李雄
李雄，
，
陳燦基代表接受

（後排右起
後排右起）
）李雄
李雄，
，陳燦基
陳燦基，
，江麗君
江麗君，
，周彩庭與
周彩庭與（
（前排右起
前排右起）
）陳灼剛
陳灼剛，
，加西亞警長夫婦
合影
（ 右起
右起）
） 「 台北經
文處」」 黃敏境處長
文處
夫婦，
夫婦
， 與貴賓
與貴賓，
，政
要合影︰王裕炎，
要合影︰王裕炎
，
州 議 員 HUBERT
VO，
VO
，李雄
李雄，
，市議員
MIKE LASTER，
LASTER，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

綜合報導 電影《戰狼》在北京
舉行了首映禮，導演及主演吳京攜
愛妻謝楠，演員余男、倪大紅和石
兆棋等主創出席，分享拍攝該片的
幕後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吳京因
不滿宣傳方只放自己的海報，沒有
展示其他演員，還當眾怒撕海報。

不滿未展示其他演員
吳京憤怒當場撕海報
今天首映禮的舞臺兩邊原本挂
著四幅吳京劇照的大海報，但當吳
京上臺發現後卻勃然大怒，當眾向
工作人員要來刀，憤怒地撕下海報
，他直言：“電影不是我一個人的
，還有很多演員的辛苦付出，為什
麼只放我的海報？”

（ 前排左起
前排左起）
） 「 中領館
中領館」」 文化參贊楊松
文化參贊楊松，
， 副總領事趙宇敏
副總領事趙宇敏，
，楊
贊榮，
贊榮
， 羅景林
羅景林。（
。（後排左起
後排左起）
） 新任會長李雄
新任會長李雄，
， 會長李錦繁
會長李錦繁，
，江
麗君，
麗君
，新任會長陳燦基
新任會長陳燦基，
，黃建華警長
黃建華警長，
，周彩庭
周彩庭。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陳燦基（右一
陳燦基（
右一）
）介紹榮譽理事
介紹榮譽理事（
（右
起）胡鍚林
胡鍚林，
，王裕炎
王裕炎，
，周滿洪
周滿洪，
，許
振城，
振城
，陳灼剛
陳灼剛，
，李雄
李雄，
，羅景林等人
陸才達表演太極

談及拍攝《戰狼》的初衷，吳京
直言想為大家創造一個中國的硬漢形
象。在全國多地宣傳後，他今天感嘆
效果出乎意料，“我原以為女生不愛
看這類電影，但沒想到最受女生追捧
，我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我也
相信女人喜歡有擔當的男人，所以我
才拍了《戰狼》。”

寫信邀約余男出演
吳京被讚“三好學生”
發佈會上，余男透露之所以接
拍《戰狼》，是因為被吳京的親筆
信打動，“吳京是一個比較直接的
人，當時他給我打電話約我出來，
然後給我一封他的親筆信，說明瞭
他的想法，我挺感動的”。對於余

男的出演，吳京大讚對方氣場強大
，“我一直都想找一個氣場強大的
女演員，這樣的人不找余男找誰，
但是說服她是一個難點，所以跟聰
明人說話要選擇直接的方式。”
在石兆琪看來，吳京是“三好
”學生，“他演得好，導得好，打
得好！” 石兆琪透露，吳京要求
十分苛刻，“為了配那句‘犯我中
華者雖遠必誅’，就讓我去了六次
錄音棚”。
此次飾演反派的倪大紅透露，
自己也曾收到吳京的信。吳京則爆
料，當時倪大紅提出兩個要求 ，
“一是要求我必須去部隊體驗生活
，二是讓我不要排斥電視劇”。
據悉，《戰狼》將於 4 月 2 日
在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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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明：我只有一個 baby

現在很少去夜店
綜合報導 近日，黃曉明被拍到與一幫女性在
夜店玩耍，其女友 Angelababy 更在微博中自稱“夜
店”，幫男友澄清。今天，黃曉明在北京宣傳新片
時再度談及此事，他表示那次只是給好友過生日，
一起唱唱歌，並說：“我現在很少去夜店了。”
31 日下午，電影《暴瘋語》在北京舉行首映發
佈會，監製羅志良、導演李光耀攜主演黃曉明、薛
凱琪和葉璇出席。
《暴瘋語》的故事圍繞精神病病人范國生(劉
青雲 飾)和精神病醫生周明傑(黃曉明 飾)之間的心
理拉鋸戰展開。
薛凱琪在戲中扮演黃曉明未婚妻，她透露黃曉
明扮演的精神病醫生很疼病人：“像對 baby 一樣，
他有很多 baby。”對此，黃曉明立即否認說：“我
沒有很多 baby，baby 我只有一個。”
隨後，黃曉明調侃葉璇在戲中被劉青雲暴打後
更漂亮時，遭對方反問：“baby 也是這樣嗎？”黃
曉明則笑說：“我是被她打的。”
黃曉明還透露電影拍攝過程中，只有自己一個
人說普通話，其他人都是講粵語，並稱現在也聽不
懂廣東話。當主持人問到 Angelababy 不是會說粵語
，他一臉幸福甜笑回應：“對不起，現在她的普通
話越來越好。”
此外，問到早前逛夜店被拍一事，黃曉明表
示那次只是給好友過生日，一起唱唱歌，並說：
“我現在很少去夜店了。”另外，他強調一起玩
的朋友 Angelababy 都認識，“一般去 KTV 唱歌她
也都知道”。
據悉，《暴瘋語》將於 4 月 3 日在全國上映。

柯震東戴摔跤冠軍腰帶
網友稱挺 5 分鐘算你贏

綜合報導 去年，柯震東吸毒被抓。近來，
他把精力轉往運動，每週勤練散打，還挂著最初
級的黃帶，看起來頗有氣勢。他還在社交玩站上
秀出美國摔角“UFC”的冠軍腰帶，但該舉動遭
到網友嗆聲：“只要你撐滿 5 分鐘算你贏！”
對此，柯震東坦承：“那條腰帶，若是靠打
的，它就是我一輩子也無法觸及的夢，很多網友
是學巴西柔術的，我打也打不贏。”其實那條腰
帶是他花 1 萬元（新台幣，下同）買的。“在這
裡，我就是個粉絲。”一旁的散打教練笑說：
“如果只是撐 5 分鐘，柯震東穩贏！”但柯震東
卻謙虛地笑說：“這只是教練的意見喔！”
吸毒被逮後，柯震東也收到不少溫暖，他在
花蓮偏遠山區領養了 4 個孩子，“我當時被放出
來，乾女兒寄信給我，竟說‘祝你快樂，不要犯
罪’。”這句單純直率的問候，讓他非常感動，
搖頭說：“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了！”
柯震東出道後賺錢快又多，吸毒事件後，
有的代言廠商要求賠償，目前財政大權又交回
母親，“我每個月拿 2.6 萬元。”有時候忍不住
偷刷卡，馬上被老媽念一頓。這些事讓柯震東
知道犯錯的代價，“有失有得，我也因此看清
很多道理。”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 尺 2 房
2 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 7 萬 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11 萬 9
3) 獨立屋 1300 尺 ,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9 萬 9

713-981-6888

Trinity
Funding,
Inc..
Inc

“憨豆”談“父女戀”
牽小 28 歲女友現身
綜合報導 60 歲的幽默巨星“憨豆”(羅文· 阿特金森)談父女戀，牽著 32 歲的演員小
女友現身倫敦街頭，二人恩愛羨煞旁人。

恆信貸款

NMLS #301604 www.trinfund.com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請電：馬先生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現特價中
各種規格報紙印刷﹐
承接名片印刷﹐
招貼海報﹐
廣告
傳單﹐
商業表格﹐
文宣畫冊﹐
超市及零售業宣傳品﹒

金潤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Chen & Associates
◆職業移民◆
★ EB1 傑 出 人 才，NIW 國 家 利 益 豁 免，
PERM 勞工證
★H-1,L-1,O-1,E1/E2 Visa 申請與轉換
★B-1/B-2 旅遊、探親申請、延期與轉身份
★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特價 (包工包料)

2.49 /呎
$2.99 /呎

8mm $
12mm

電話：281-499-4488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 防水地板

◆職業移民◆

★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申請
★公民入籍、移民面談

陳文律師
紐約州執業律師
聯邦法院出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
中國企業會計師
紐約州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亞裔律師協會會員

◆中國法律諮詢◆
★中國法律法規諮詢
★外商直接投資/獨資、合資公司成立
★房地產投資
★協助中國訴訟公司/協助聘請中國
當地律師

律師直撥：

832-495-7889
Tel：713-773-1626
Fax：713-773-1626

www.niwlawus.com
E-mail:lawyerjchen@yahoo.com

週末需電話預約
Busby & Associates, PC
◆遺產信託
◆商業貿易
◆地產買賣
◆破產保護

地址：6100 Corporate Drive, Suite 178 Houston TX 77036

星期五

脊椎神經骨科

何繼強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中醫針灸

專門治療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FDA 驗證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 86%以上的效果。

Tel: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713) 771-8110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人工(手)按摩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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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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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黃金廣場

Int'l
Shell 1st
Bank

Wilcrest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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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主 治

OU
$I4
SC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囊腫
★趾
★香港腳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專科

腳

李岳樺

一對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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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
腎臟病 / 高血壓專科

專業團隊 ACH Medical Ultrasound

•ARDMS 執照超聲技師操作，主管超聲技師曾
任河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超聲科醫生；10+年臨床
經驗，現任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超聲技師；
超聲檢查精細準確。
•資深放射科醫生和心臟科醫生分析超聲檢查圖
像，出具診斷報告。與醫學中心不同專科醫生團隊
合作，方便患者就醫。

超聲檢查項目:
肝，膽，胰，脾，腎，婦科，產科，排卵監測，三維/四維
胎兒成像，四肢血管，心臟，甲狀腺，乳腺，前列腺，
陰囊，軟組織等。

地址：9889

中心電話：832-532-6690 傳真：832- 834-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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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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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黃金醫療中心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Beijing)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s to take pressure off the nation's
increasingly strained pension system
by gradually raising retirement ages
for the nation's millions of workers between 2017 and 2022.
Eligibility ages for men, women, urban
workers and farmers will be raised
step-by-step by adding "several
months every year" to the age when
pension payments can begin, said Yin
Weimin, who heads the nation's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Speaking to the media recently on the
sidelines of 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ession in Beijing, Yin said a
complete plan for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would be drafted by his ministry in 2015 and submitted to the
State Council next
year. The first eligibility adjustment is likely
to come in 2017.
The minister's comments offered the
clearest roadmap to
date for a long-debated proposal to update
the pension system.
The current system, including separate pension schemes for urban employed, unemployed and farmers, supports more than 200 million people nationwide with monthly payments ranging from an average 2,000 yuan for an
urban pensioner who worked at a
state or private company, to as little as
70 yuan for a retired farmer.
The system collected about 2.6 trillion
yuan from active workers in 2014 and
paid out about 2.1 trillion yuan to retirees. The pension fund finished 2014

with a surplus of 577 billion yuan.
The average age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is quickly rising.
While today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nation's 1.4 billion people
are 60 years old or older, says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hat
slice of the population pie is expected to grow to nearly 40 percent by 2020.
The human resources ministry
estimates that without any
change in pension eligibility, the
nation's worker-to-retiree ratio will likely climb from 3.04:1 last year to 2.94:1
in 2020 and 1.3:1 by 2050.
A 2001 government study concluded
that pushing the retirement age higher
by one year would save the fund about
20 billion yuan annually. A one-year
delay would increase annual payments by 4 billion yuan, the study said,
and cut spending by 16 billion yuan.
Pension reform has been on the government's front burner since 2013. Not
only have policymakers discussed
changing the eligibility age, but they've
also looked for ways to streamline pension fund management, and close the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pension
payment levels.
Last year, the State Council voted to
combine urban and rural pension systems. And in January,
the
council
announced a plan to
merge company employee and civil servant coverage.
Nothing on the evolving reform agenda
has stirred more controversy than proposals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Yin's
comments suggested, however, that
the debate is drawing to a close.
Resisting Change
The national pension system is a lot
easier on women than men. It's also
easier on city folk than farmers. An urban woman working for a state or private company can start collecting a
monthly pension at age 50. Her colleagues who are men usually have to
wait until age 60 to become eligible.
Today, Yin said, 54 is the average re-

主治：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彭莉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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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visitors will feel welcome if they are
called locusts. The weekend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a group of

Hong Kong residents heckled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in a local shopping mall, yelling at them to go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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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英﹑
國﹑
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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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電話﹕
713-774-2773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傳真﹕
713-774-4009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長青兒童牙科專科

提供兒童專屬完整牙科服務

3131 Briarpark Drive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42

1、預防性工作 - 維護口腔清潔 ˙紐約大學醫學院流動牙科診所主任醫師
˙德州兒童醫院主治特殊需求兒童
2、口腔治療 - 蛀牙深度，
˙貝勒醫學院和德州休士頓 大學任教
˙牙買加、墨西哥、海地等國家志願治療醫師
牙齦咬合牙齒生長發育等 ˙刊登於芝麻街健康牙齒欄目,並製作成 DVD
3、殘智障患童的口腔照護
二歲兒童第一次檢查免費
4、口腔病變之處置

www.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email:info@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Westheimer Rd
Meadowglen Ln
長青兒童牙科中心
Richmond

o.713.244.0100
f.713.244.0101

Bellaire Blvd

fallen 12.2% ; Wynn
Macau (1128.HK), a
unit of Wynn Resorts
(WYNN),
dropped
13.8% ; MGM China
(1128.HK), a unit of
MGM Resorts (MGM),
retreated 9.6% ; Melco
Crown (MPEL) fell
11.3% . Non-gambling Chinese tourists
tend to make Macau a side trip when
they visit Hong Kong. When visits to
Hong Kong fall, Macau is affected too.
Korea, Thailand and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are buzzing with Chinese tourists. According to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the top five destinations were Korea (16% ), Thailand,
(14% ); and Japan, 9% . (Courtesy
blogs.barrons.com/asiastocks/2015)

Macau has not fared
that much better, either. Over the first
three days of Chinese New Year, the
number of visitors
grew by 7% , below
the 10.2% Chinese
outbound travel to regions other than Hong Kong and Macau.
Macau stocks are falling for the fourth
day. The latest weekly gaming revenue data showed that revenue immediately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traditionally a busy season, did not improve from the prior week at all. This
week, Sands China (1928.HK), a subsidiary of Las Vegas Sands (LVS), has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72

Tel: 832-448-0190 Fax: 281-498-272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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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gibility age starting in 2015 so that
by 2030 all men and women would
have to reach age 65 to qualify for pension checks.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Yang thinks
work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retirement age.
Also supporting a higher retirement
age i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 government think
tank that last year proposed a plan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to 65 by 2045.
Under the plan, the age for women
would be pushed up by one year once
every three years starting in 2017,
while the age for men would be raised
by one year once every six years.
Feng Jin,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said
adding five years to the retirement age
for men and women would help the
pension system break even by 2030.
A source close to the human resources ministry said its officials are leaning
toward adopting the CASS proposal
over Yang's.
Other academics have weighed in with
supplemental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the pension system. Hu Jiye, a pension policy expert at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 the
capital, said a person's health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ciding an appropriate retirement age. A 2010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report said the average lifespan in China
is 73.7 years,
and that includes
an average 66
years of good
health.
Xiao Wen, a Stanford
University
economics professor, called for
gradually
introducing pension eligibility changes in order not to shock
the public. People need "time to prepare," he said.
"You can't just tell a 55-year-old who is
ready for retirement that he has to
work until age 65," Xiao said. "But you
can tell a 40-year-old who expected to
retire at 60 that he will retire at age 62."
(Courtesy english.caixin.com)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HOUSTON

713-981-1888

山水眼鏡 GLACIER OPTICAL

and waving a colonial-era flag.
The number of mainland Chinese visitors to
Hong Kong during the
lunar
Chinese
New
Year fell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 years. Investors are alarmed, sending Hong Kong retail
stocks down for the
third day this week. Lifestyle International (1212.
HK), which owns the
iconical SOHO department store, retreated
7.7%, Sa Sa International (178.HK), which sells discount cosmetics, fell 5.7%.

One out of every three tourists
visiting Seoul is Chinese, and
their favorite destination is the
shopping district of
Myeong-dong. According to
the Seoul Institute on
Tuesday, 1.15 million tourists
visited the capital last year, up
12.9 percent every year since
2010. As of 2013, Chinese
visitors accounted for 35.9
percent, followed by Japanese
(24.2 percent), Americans (6.5
percent) and Taiwanese (six
percent).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the invitation.
Meanwhile,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have continued working toward
nationwide adjustments. An order to
study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was
written into the government's 12th
Five-year Plan in May 2012, which coincidentally was the first year of a documented decline in China's total labor
force, which ended the year with 940
million workers, down 3.45 million from
the previous year.
In a reform roadmap drawn up by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officials called for "studying policies" leading to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Later that year, Hu
Xiaoyi, a vice minister
of human resources,
said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would help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pension
fund's income and payouts in step with
the country's demographics, and support the need to create jobs and reform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mportance of closing the gap was further emphasized late last year when
Vice Premier Ma Kai said payout
growth had outpaced income growth
by 5.3 percentage points in 2013.
"If we don't change the system and adjust policies,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a
gap, a huge gap," said Ma.
Mulling Proposals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roll out the
adjustment plan, discussions are focusing on how
the new policy should be
implemented and whether
extra supportive policies
will be needed.
One idea posed by some
academics following the retirement issue has been to lift the pension eligibility age while letting each worker
choose his or her retirement age.
One proponent of this idea is Yang
Yansui, director of the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In 2013, Yang and her colleagues proposed gradually raising th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各種內科，皮膚疾患，外傷及急診
各種體檢，血尿化驗
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
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20 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原教授
★Baylor College of Medical Instructor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tirement age for the estimated 80 million urbanites working for state or private companies across the country.
Because the system includes separate
payment programs for company workers and civil servants, bureaucrats
tend to work about five years longer
than state-owned enterprise employees. There's yet another program for
farmers, both men and women, who
can collect pensions no sooner than
age 60.
These age limits have been nationwide standards since 1978, which
helps explain why
there has been
some public resistance to proposals
for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only adjustment in recent decades came in the
mid-1990s,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ir 40s working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re given no option but to
accept early retirement.
Well aware of public concerns,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taken a cautious
approach to crafting proposals for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n September
2010, for example, the then vice minister of the human resources ministry,
Wang Xiaochu, triggered a public furor
by saying the ministry was looking at
lifting the retirement age.
After an online public opinion survey
found 92 percent of respondents opposed a higher retirement age, the human resources ministry said there
would be no immediate changes.
After that, some local governments
started testing the waters for possible
adjustments that might be applied nationwide. Results so far have been
mixed.
Since 2010, Shanghai has been encouraging older employees who work
for local companies to voluntarily delay
their retirements. Shanghai is home to
a larger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than other Chinese cities. But only a
few thousand people out of the estimated 3 million eligible for retirement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have accepted

Chinese Tourists Shun Hong Kong, Macau; Flood Into Korea, Thailand, Japan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S.Gessner Rd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

悅來海鮮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Briarpark Dr Ranchester Dr

營業時間：
本 中 心 接 受 包 括 Medicare、Medicaid，
周一至周日
Obama Care 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8:30AM-8:30PM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本 中 心 接 受 包 括 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 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無保
險患者特別優惠。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
院檢查處方單，歡迎電話預約。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位於 Fiesta 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W.Sam Houston Pkwy

由 Michael Yu 博士、王瑋博士、嚴靜茵博士、OB/
GYN doctor 陸方賢博士等多位專科專家開診。開
設項目包括健康體檢（移民，學生）內科全科, 外傷
及急診，婦產科檢查。本中心還開設腎臟病與高血
壓專科門診。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
性腎臟病，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本中心設備齊全先進，技術力量雄厚。擁
有全套的血尿化驗檢查, 心肺功能檢查心電圖及超
聲影像檢查，竭誠為社區提供先進醫療服務，方便
就近治療。

敦煌醫學超聲中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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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懷廣醫生

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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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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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 營業六天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Chun Xie
M.D.

Head and Neck Surgery

碼助

D 限購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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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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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Nose and Throat

00NT

(713)272-9800

Estella Guo, D.D.S.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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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艾詩醫師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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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T. HU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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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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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713-795-5343

主治項目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敦煌廣場面 Bellaire 入口）
Phone:281-501-0520
周手術。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劉興坤牙醫博士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XingKun
George Liu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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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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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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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Ruixiang Guo, D.M.D

洪德生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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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EC 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 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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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CENTRAL DENTAL

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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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Slowly, China Prepares To Raise Retirement Age

713 - 796 - 1500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大通銀

A Pension System That Lets Some Chinese Workers Retire At Age
50 Has Been Slated For A Major Overhaul, But Not Right Away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大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郭瑞祥醫師

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中英文應診) DR. DAVID S.C. HO, M.D.
腎移植﹐
攝護腺疾病
﹐
腎﹐
輸尿管﹐
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
不育﹒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Beltway8

●全新數碼 X 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電話：
713-773-9889

2785 Gulf Freeway South, Suite 155, League City, TX 77573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楊臻牙醫博士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 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9110 Bellair Blvd., #H, Houston, TX 77036 (惠康醫療中心內)

明湖城 周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281-723-0024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牙醫全科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723-0024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3 月 1 日起喬遷至
王朝商場二樓 202 室

主治

效果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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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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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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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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禍及工傷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專 治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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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兼 UTMB 心臟科副教授
•St.Luke 醫院主治醫師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

Dr. Eric S. Liu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黃銘河 醫學博士

Ming-He Huang MD, PhD

Gessner

醫師

心臟專科（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8 號公路

劉書德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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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強牙科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車 禍 ﹑工 作 ﹑及 運 動 受 傷
 頭 ﹑頸 ﹑肩 ﹑背 ﹑腰 痛 與 麻 痹
 坐 骨 神 經 痛 ﹑手 腳 麻 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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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休斯頓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正式成立

重要貴賓與《
重要貴賓與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負責人合影
負責人合影。
。

4 月 2 日下午
日下午，
，在亞洲協會大樓舉行
在亞洲協會大樓舉行《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成立大會
成立大會，
，
來自全美的各個地產協會代表，
來自全美的各個地產協會代表
，休斯頓市政府官員
休斯頓市政府官員,,中國駐休斯頓總領
館商務參贊曹德榮，
館商務參贊曹德榮
，台灣經文處處長黃敏境
台灣經文處處長黃敏境，
，休斯頓各界精英近兩百
多人出席成立大會。
多人出席成立大會
。著名社會活動家林富貴擔任第一任主席
著名社會活動家林富貴擔任第一任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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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酸心機肥婆 楊伊媚感性 PO
「謝謝你們不討厭我
謝謝你們不討厭我」
」
因負面新聞不斷，被酸民封 「
心機肥婆

，但妳卻背叛我們。我現在真的非常非常討

」的前鄉民女神楊伊媚，沉寂多時昨天感性
在臉書寫下道謝文，並向粉絲喊話 「
謝謝還
有你們不討厭我」，近 600 多字的文章，抒

厭妳」，但她看完竟露出笑容，這是因為她
自己知道真相原委、設局始末還有被帶風向
的委屈，所以她決定灑脫放下， 「
反正最終

發她多日來的心境，也獲得不少網友認同。
楊伊媚一開始就以 「
謝謝還有你們不討

，我自己的生活我只能自己過、自己掌握，
所以姑且就這樣吧，管他是灑脫還是阿 Q，

厭我」開頭，並說現在走在路上還會被認出

要說是逃避也罷，走了這一遭，只能說太值

，讓她相當擔心大家都會以 「
不敬業耍心機
利用網友的肥婆」來看待她，但還好大家的

得了！」
楊伊媚最後表示雖然要轉身放下還沒這

眼神都是溫柔、真誠而友善的，讓她直呼

麼快，但想到不少的人對我這麼平等而熱情

「
真的很感謝願意相信我、把我當朋友般關
心的你們」。

，她收獲已超乎預期也很感謝，她這番感性
言論，也獲得不少認同，大家要她 「
做自己

她也提到，不久前收到一封 PTT 站內

就好」，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還你一個清

信， 「
妳曾經是我們心中第一名的鄉民女神

白。

劉品言裸拚賴雅妍
太完美被疑修圖
演藝圈最近流行起女演員回歸歌壇的
熱潮，在戲劇圈都擁有亮眼成績、也都差
不多 10 年沒發唱片的劉品言跟賴雅妍，近
來接連出輯，唱片難賣，兩人除了賣歌聲
，還得拚性感，但網友們懷疑兩人無懈可
擊的美麗可能 「
不單純」，覺得電腦大神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體理事舉手宣誓就職
全體理事舉手宣誓就職。
。
美 國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 特 別 從 華 盛 頓 飛 來 參 加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成立大會並致詞
成立大會並致詞。
。

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張磊（圖右一
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張磊（
圖右一）
）與美國國會
議員 Al Green（
Green（中），
），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秘書長修宗明
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秘書長修宗明
合影。
合影
。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主席林富貴贈送水晶杯
給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作為紀念
作為紀念。
。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創始人之一
創始人之一，
，著名
地產專家李雄致詞。
地產專家李雄致詞
。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服 務 僑 社 近 二 十 年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 險
◇ 課堂學習：國語授課，中英文對照課本及考試。
上課時間：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8:30AM-3:00PM
上課地點：5855 Sovereign, Unit D 科技廣場（原中華文化中心)
◇ 18-24 歲：6 小時駕駛學習許可(Permit Class)Certificate Issued Same Day
Wed or Fri：10:00AM-4:00PM Sat：8:00AM-2:00PM 需報名
◇ Teen Driving：每月開新班，需報名
◇ 陪伴出庭：協辦定購駕駛記錄; 和聯絡法庭，所有服務酌情收費

邵老師 (281) 313-2965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瀚崴 學校
文理
才藝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2317 Settlers Way Blvd.
www.famewellschool.com
Sugar Land 77478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 20 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 57,000 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8/25 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 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
吉他﹑
(中)小提琴﹑
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 MS VANESSA 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 歲~G8)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 歲~5 歲)

繪畫基礎﹑
中級﹑
高級班(3 歲~14 歲)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由 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滾翻轉身﹑
蹬腿出發﹑
自由泳﹑
仰泳﹑
蛙泳﹑
蝶泳全年訓練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划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 70 位﹒

OPEN HOUSE

11:00AM - 12:00PM

2015 暑期班招生
6/15 - 8/7（每週一至五上課）(報名截止日 6/12)
第一期6/15-7/10，第二期7/13-8/7

SAT / ACT / PSAT / Duke TIP

英文數學老師分開授課

電話垂詢﹕
電話垂詢
﹕713
713--777
777--1688

由 Montessori 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沈敏生舞蹈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 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藍球&乒乓球 1 on 1 或 5~12 歲
加強﹑TAKS﹑IOWA 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 歲~14 歲)

【特設 2 歲~4 歲幼兒中文班】
【西班牙文班】
【電腦班】
【瀚
【歌唱技巧班】
【音樂律動班】
【初/中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
段西洋棋】
遠程旅遊﹒

新世紀學院
GT Learning Academy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夏令營 2015
開始招生了！現已開放註冊！
• 夏令營時間：6 月 8 日--8 月 21 日 十一周
• 報名截止日期：5/31/2015
新世紀學院，是一間課後補習學校。招生對象為
K-12 年級學生。服務項目有小學部的 afterschool
care，初中和高中課程輔導及私人家教輔導。2015
年夏季，小學部隆重推出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夏
令營，讓我們的華人子弟在海外也一樣沐浴中華文
化的陽光，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
國學，漢學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優秀傳統文化
的總稱。
中國自古就重視對兒童的早期教育。這種教育
被稱之為“啟蒙”
。在 2015 年的夏季，新世紀學院將
結合一些國學小故事向學童們教授作為中國古代兒
童啟蒙書目之一的《增廣賢文》
。學童們在接受中華
傳統文化熏陶的同時，也加強英文閱讀及寫作練習，
並且每天下午還安排了才藝課程及強身健體活動。

TEL:

281-947-2410, 281-201-2803
（糖城大華超市旁）

校 址：3410-A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網 址：gtlearningacademy.com
Email: gtlearningacademy@gmail.com

• 每周的課程安排：
1. 小學部：
時間
7:30-9:00am
9:00-9:50
10:00-10:50
11:00-11:50
12:00-1:30pm
1:40-2:40
2:50-4:00
4:00-4:30
4:30-5:30
5:30-7:00

課程安排 A
課程安排 B
Before Camp Care
Before Camp Care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英文，數學
英文, 數學
Lunch & Break
Lunch & Break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Snack time
Snack time
Craft activities
乒乓球
After Camp Care
After Camp Care

2. 中學部:

新世紀學院同時也為初中和高中的學子們提供各科課
程輔導及強化訓練。課程輔導包括代數，幾何，英文，生物，
物理，微積分，化學等課程，還有 SAT 及 ACT 強化輔導。

招聘富有愛心，有責任心，有經驗的中文老師及各類才藝老師！

請上網查閱課程內容及師資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上課地點:

應該有 「
幫幫忙」。
劉品言為了個人首張專輯《重生
》，不惜輕解羅衫拍攝全裸美照
，雄偉的胸前風光與火辣臀線，

被網友大讚性感無極限，但有人
懷疑小了一個 size 的她，好身材可能是修
出來的；而賴雅妍也為了新專輯《FACE》
，難得端出全裸美肩，其中一張性感側臉
照卻躲不過網友毒舌，被說修過頭 「
脖子
長得像長頸鹿」…

愛犬過世 KID：
去當天使吧 我永遠想念你！
Kid（林柏昇）與吳宗憲主持的綜藝節目《綜藝玩很大》中，Kid 逗趣、搞
笑的主持風格，深受觀眾喜愛，不過瘋狂敢玩、鬼靈精怪的他，私底下其實是
一個溫柔的狗爸爸，Kid 飼養一隻牛頭梗 「
黃尹宣」，但他稍早在臉書宣布，
愛犬黃尹宣過世，Kid 難過寫下： 「
去當天使吧，我永遠想念你！狗兒子」。
Kid 平時相當呵護愛犬，在 Kid 的粉絲專頁即可看到黃尹宣散布在沙灘散步
時，牠豎起耳朵、伸長舌
頭的可愛模樣，當時 Kid 發
文對愛犬說： 「黃狗宣～
你老了餒～可是為什麼還
是那麼上相，跟你老爸一
樣！」不料，Kid 稍早在臉
書宣布愛犬過世，他難過
寫下： 「謝謝你在我生命
中！愛你～去當天使吧，
我永遠想念你！狗兒子」
。
憨厚可愛的黃尹宣過世
消息一出，引發粉絲震驚
，難過得留言問狗狗生前
的狀況，盼牠一路好走，
網友也鼓勵 Kid 希望他早日
走出傷痛，深信黃尹宣已
經到天堂當個幸福的小天
使。

(832) 878-898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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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榮獲 2009~
2011 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 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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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對象：2-12 年級

課程獨家設計
特邀優質教師

英文：2 - 6 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7 - 12 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英文文學
(AP English Literature), Advanced Reading &
Vocabulary, Advanced Writing & Grammar
數學：2-6 年級數學, 數學應用問題, 奧林匹克數學,
初, 高中年級：Pre-Algebra, Algebra I,
Algebra I, Contest Math, Geometry,
Pr-Calculus, Calculus, Statistic
科學：GT Challeng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Pre-AP & AP Classes
其他：Spanish, 全新中文, 演講及談判技巧, 領導才能, 科學研究設計,
世界歷史＆德州歷史, 大學申請輔導, 機器人設計，電腦&Java 程序設計，
英文書寫和打字，國際象棋及各種才藝，少林功夫，乒乓球，交遊活動

林俊傑慶生玩槍戰
急徵另一半

林俊傑 27 日過 34 歲生日，他許願平安
健康、專輯《新地球》入圍金曲獎，最想
拿製作人或專輯獎；許願求感情？他笑說
： 「
當然希望趕快找到另一半。」至於擇

全方位
文體
打造一 活動
流夏令
營

來智勝

KIPP,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77063

名符其實高品質教育，集休城一流教師於一校，
一流教學環境，培養一流學生進一流大學。
辦公室: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77036

偶條件？ 「希望
另一半懂音樂，
能陪我一起欣賞
，對音樂及藝術
有熱忱」。坦言
現在重視心靈溝
通，要聊得來、分享心事，不排斥與圈內
人交往，也接受相親安排。
他４月將在上海開唱，14 場海外巡演

公

結束後可能出國進修，重新調整腳步；出
席６月金曲頒獎典禮？經紀公司表示，
「
已將當天時間空下，讓他參加盛會」。
他舉辦生日見面會，與粉絲同歡，
2000 位報名者抽出 400 人參加活動，與他
玩雷射槍戰遊戲；公司特別為他準備生日
蛋糕，工作人員扮《星際大戰》電影裡的
角色與他在台上玩超 High，主持人蛤仔差
點 Hold 不住。

告

宣佈 2015-2019 合併計劃公聽會主旨為規劃 2 億聯邦預算的多項工程計劃

請參與休士頓市房屋及社區開發部(HCDD)在春季為 2015-2019 年合併計劃(CON PLAN)，2015 年年度行動計劃及 2015 年公平選房瓶頸分析(AI)的公聽會。公聽會的時間及
地點安排如下述：

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
晚上 6:30 至 8:30
市政府會議室
900 Bagby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若需公車，請乘坐
METRO: 6, 18, 36, 40, 50 車

2015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
晚上 6:30 至 8:30
Magnolia 多功能中心
7037 Capital Street, Houston, TX 77011
若需公車，請乘坐
METRO: 6, 18, 36, 40, 50 車

本項合併計劃包括 2015 年年度行動計劃及申請聯邦經費的應用事宜。申請案將呈交至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陳述計劃內的項目包括社區發展區塊專款(CDBG)，住
家投資夥伴專案(HOME)，領取輔助金者的住房機會(HOPWA)，及緊急方案撥款(ESG)等計劃。本項合併計劃將以具體數字提供休市房屋及社區開發部(HCDD)評估下列方
案：透過保留住者房產權來增加及保留廉價住房計劃；幫助有特殊需求的市民及為中、低收入鄰舍提供市民住房改善或升級等措施。
基金使用的優先秩序為：住房，支持服務，基礎設施/鄰舍配套設施及經濟發展。本項計劃的主旨在於提升及促進下列有關住房及社區發展的策略：(1)振興選定社區；(2)消除長
期無住家的困境；(3)提高生活品質及(4)提供社區經濟發展的機會。本計劃的格式及訊息是配合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的要求。
2015 年年度行動計劃將概述第 41 屆運用聯邦基金，約有$41,231,796 及$285,413 計劃之收入來資助合格市民的細節（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公聽會審議及評估時段
請市民使用下述方案對 2015-2019 合併計劃，2015 年年度行動計劃及 2015 年公平選房瓶頸分析等計劃進行聽證及提意見：
•上網調閱：www.houstontx.gov/housing
•市政府（秘書辦公室）- 900 Bagby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總圖書館 - 500 McKinney, Houston, TX 77002
•HCDD – 601 Sawyer,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07（此處可領計劃複件）
市民可於 2015 年 3 月 14 日至 2015 年 4 月 13 日對上述 3 項計劃進行審閱並提意見給市政府。市民提交意見請發電郵：millie.walker@houstontx.gov 或寄信至 HCDD, ATTN:
Millie Walker, 601 Sawyer,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07. 在 2015-2019 合併計劃及 2015 年年度行動計劃完成後，市政府將呈報市政府對市民意見的回應內容。
若民眾對參與公聽會需要額外的訊息或需要特殊的設施，安排（翻譯，手語或聽障所需之影視設施）
，請致電 832-394-6200 與 Millie Walker 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