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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聖忠率團蒞休訪問

(本報記者黃麗珊) 台灣中油 加盛會, 並和代表團探討合作事宜.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聖忠率團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蘇尚文秘書, 企研處林珂如處長, 長林聖忠首先致詞, 大家午安, 大
轉投資事業處陳玉山處長於 7 月 10 家好. 我代表台灣中油公司感謝各

的來往. 目前我們在全世界 10 個國
家有 28 個礦區, 不管是生產或是探
勘, 合作方式很多. 我們上、中、
下游的貿易伙伴就全球到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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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頒獎典禮

日蒞休訪問，還在 The Woodlands 位今天中午跟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經常性我要去做互訪, 大概每
的 Amerigo's Grille 宴請美國華人石 在上次訪問休士頓大概已經 2 年半 年再撥出時間或不同的國際會議,
油協會馬龍會長, 李怡德副會長,
尚柱成董事長, 史大昌前會長, 潘
其祥, 朱憲懷董事, 台灣商會陳志
宏會長, 葉宏志僑務委員, 全美亞

以前, 還是廖東周處長在工作, 現
在是黃敏境處長. 時間過的很快,
有機會我總是希望到我們中油的
海外幾個分支機構能夠去看看, 但

大家都有見面的機會. 這次非常高
興能夠我在禮拜一到加拿大亞伯
達省的能源重鎮 Calgary 出席一個
國際會議, 他們辦的一個年度聚會

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林富桂會 是中油公司是在海外往來的上、 , 政府利用吸引許多國家去那作一
長, 李雄創會會長, 金城銀行吳光 中、下游的業界朋友很多, 時間上 個投資貿易的座談, 另外還有好多
宜董事長, 國泰銀行德州區陳明華
經理, 地產界聞人賴賢烈等休士頓
中外僑界人士,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齊永強副

也只能夠在適當時機才能夠來往,
當然這美國幾個大的油商跟我們
關係非常密切, 特別是今天下午要
去 的 這 個 美 孚 公 司 Exxon Mobil,

公司在那邊匯合, 見到很多人, 藉
這個機會, 我也跟當地州政府廳長
, 還有幾個聯邦政府代表見面, 談
談怎樣增建兩國能源方面的合作,

獎學金得獎者（
獎學金得獎者
（前排
前排）
）與贊助廠商
與贊助廠商（
（後排
後排）
）合影
「宏武協會
宏武協會」」 學生與獎學金得主合影

經濟部同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黃立正與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聖忠於 7 月 10 日在 Woodland 相見歡
相見歡((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僑界朋友有機會到台北中油看看,
處長, 經濟組黃立正組長, 台灣中 那是長期合作伙伴, 當然跟 Shell, 還有國際貿易的合作. 到休士頓來
互動的還算是蠻頻繁. 有機會台商
油股份有限公司休士頓分公司陳 跟 VP, 還有幾家比較其他國家的, 像是我們海外最大的一個據點, 陳
界的朋友, 還有僑界到台北多跟中
雄茂總經理等 30 多位中外人士參 還有大陸幾家油公司, 都有經常性 總經理在這邊. 時間過的很快, 他
油聯繫, 大家有接觸機會. 上次剛
們輪調差不多 2 或 3 年就會換. 但
剛打電話的 AL GREEN 眾議員跟
是在這邊的工作大概 1990 年就
我們關係很好, 所以通了一個電話
開始, 這是我們北美最重要的據
. 但是也聽說經過辦事處這邊的安
點, 透過這個公司跟許多當地油
排, 休士頓市長 Annies Park 在訪問
公司都有很多合作計畫, 經過評
台灣的途中, 我來之前就有安排,
審檢討的時侯看看要不要採, 在
希望到中油招待他們吃中餐, 但是
目前有很幾個礦在購買當中, 對
他們訪問的節目實在太多, 後來中
我們來講在海外最重要的據點.
餐沒排成, 但是下個星期四 10 點中
我非常感謝, 透過這個據點, 跟大
油跟他們請教. 購地關係, 中油在
家, 幾位僑界的先進, 還有幾個專
休士頓市區還有一點財產, 一點土
家學者這邊都有很好的互動, 經
地, 非常龐大, 未來開發利用, 我希
常每年都有專家到台灣來, 給我
望各位僑界先進給多一點指導, 因
們經驗的指教, 幫我們提供好的
為中油並不是在作房地產, 但在購
訓練課程, 讓我們同仁能吸收新
地過程當中, 這些土地在手上, 終
知, 這點長期受惠此地賢界. 當然
究要作一個合理處理, 如果有好的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台灣中油股份
代表處也給我們長期的支持跟配
機會, 我想跟大家合作, 來把這些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聖忠,,全美華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林富桂會長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聖忠
全美華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林富桂會長,,李雄創會會長
合,
讓我們這邊工作順利的推動.
,國泰銀行德州區經理陳明華相互交流
國泰銀行德州區經理陳明華相互交流((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土地作一個充分的利用, 這是一點

點請求, 藉這個機會感謝各位的出
席, 我也希望各位繼續給我及中油
後續的指教, 雙方面來往更頻繁.
我借這個機會, 今天沒有拿酒, 拿
水杯敬大家, 祝大家用餐愉快.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黃敏境處長應邀致詞, 最近休士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黃敏境處長（
（ 中 ） 頒獎給獎學金得主
Dana Chen（
Chen（陳丹淳
陳丹淳）（
）（右
右），（
），（左
左）為獎學金創辦人
「宏武協會
宏武協會」」 會長吳而立

頓喜事連連, 長榮航空直航聯接林
董事長不遠千里來這邊看我們. 林
聖忠董事長曾經在經濟部服務非
常多年, 也是我們外交圈的老前輩
. 之前在經濟部政務次長任內, 對
我們國家經濟政策各方面來講貢
獻良多. 來到這邊, 休士頓是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尤其我們這裏有最
好的僑界, 大家在這邊都是 30 年,
40 年, 有很深的根基. 很謝謝林聖
忠董事長率團來這邊, 那麼我也希
望林董事長在這邊更多的投資.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
》獨立日外景煙火拍攝

獎學金得主 Dana Chen（
Chen（左三
左三）
）與 Christian Le（
Le（右四
右四）
）與該校
校長吳而立（
校長吳而立
（右二
右二），
），羅茜莉
羅茜莉（
（左一
左一）
）夫婦及其家人合影

獎學金創辦人 「宏武協會
宏武協會」」 會長吳而立致詞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右 ） 頒獎給獎學金得主 Christian Le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中），（
），（左
左）為 「宏武協會
宏武協會」」 羅茜莉

（前排右起
前排右起）
）獎學金贊助人莊麗香
獎學金贊助人莊麗香，
，柏尼先生
柏尼先生，
， 「台北
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
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僑務
委員劉秀美在大會上合影

2015 舞蹈賽季OAEC屢戰報捷

(本報訊
本報訊))比賽作為孩子學舞過程中的一種動力
比賽作為孩子學舞過程中的一種動力,, 能使孩子快速成長
能使孩子快速成長,, 最重要的並非是否獲獎
最重要的並非是否獲獎,, 而是永遠超越自己的昨天
而是永遠超越自己的昨天,,清楚自己的優勢和弱點
清楚自己的優勢和弱點,, 逐一
突破,, 磨練毅力
突破
磨練毅力,, 培養自信
培養自信,,訓練的過程和參賽的經歷是成長的最大的收穫
訓練的過程和參賽的經歷是成長的最大的收穫..

7 月 4 日美國獨立日
日美國獨立日，《
，《第
第
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
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
》
辣媽們來到 Katy 老城區拍
攝外景，
攝外景
， 晚上到 Katy Mail
參加了國慶煙火拍攝。
參加了國慶煙火拍攝
。特
別要感謝 Maxwell Flooring
Distributors 邁 威 地 板 批 發
公司冠名贊助《
公司冠名贊助
《 第一屆美
南時尚辣媽大賽》，
南時尚辣媽大賽
》，休斯
休斯
頓優秀女性提供了一個展
示自己美麗和風采的機會
。 大 賽 將 於 2015 年 9 月 5
The Spring_Grace Liu was awarded overall 5th at StarQuest National 2015

日進行創意賽、
日進行創意賽
、 9 月 12 日
旗袍禮服賽、
旗袍禮服賽
、 9 月 20 日頒
獎晚會。
獎晚會
。 圖片
圖片：
： 辣媽王曉
芬 （Angela
Angela）、
）、辣媽
辣媽 Nan
Nancy 謝 、 辣媽王秀玲
辣媽王秀玲（
（Anna
）、辣媽劉江琳
）、
辣媽劉江琳

她們在自己工作與生活中都非常優秀。
她們在自己工作與生活中都非常優秀
。圖片
圖片：
：辣
媽 Nancy 謝 、 辣媽王曉芬
辣媽王曉芬（
（Angela
Angela）、
）、大賽組
大賽組

辣媽 Nancy 謝

委會黃華。
委會黃華
。

Captured Friendship by Lara Li and Kelly Huang awarded 2nd Overall PlatiPlatinum on Duet Open 9-11 level at Starquest National 2015 and High Gold
score in competitive level at StarBound National 2015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OAEC students at 2015 National Dance Competition Season

她們是那麽的美麗動人，
她們是那麽的美麗動人
， 活力四射
活力四射！
！ 圖片
辣媽王曉芬（
辣媽王曉芬
（Angela
Angela）
）

：辣媽 Nancy 謝、辣媽王曉芬
辣媽王曉芬（
（Angela
Angela）
）
辣媽王秀玲（
辣媽王秀玲
（Anna
Anna）
）

Explosions by Jadelynn Ko awardawarded 1st Overall Platinum on Lyrical
Jessica Chang and Shelley Dong_Flower solo age 13 level at Starquest NaNaGirl was awarded 2015 Star Bound NaNa- tional 2015
tional Competition Junior Intermediate
Duet and Trios top 1 and STARQUEST
High Gold

Vivien Yet won 3rd Place overall
in Showstopper and 1st Category

本報記者黃麗珊整理

Butterfly Lovers by Lara Li awarded Irena Wan was awarded Overall
1st Overall and Elite Gold Score in 1st at both Dance Showcase USA
intermediate level at StarQuest 2015 and StarBound Nation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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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就在原江南人家 ， 黃金廣場與王朝中間街
地址就在原江南人家，
道拐入 1000 米左右左手邊廣場即是
米左右左手邊廣場即是。
。一起期待
7 月中下旬 LULU 餐廳的正式營業吧
餐廳的正式營業吧！
！

全旅假期

WWW.CHINATOURUS.COM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買二送一）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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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佳
佳業
業地
地產
產

北歐七天 $73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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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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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lent
Excellent Properties
Properties

德州地產

免費高清頻道

LULU 的粵菜以海鮮見長
的粵菜以海鮮見長，
，客人可以直接
從魚缸里選擇鮮活的海鮮進行烹調

●

喜辣的食客們也不用擔心粵菜稍顯清淡。
喜辣的食客們也不用擔心粵菜稍顯清淡。
川湘菜菜單定會滿足您嗜辣的胃

免費數位頻道

●

李惠娜Grace Liu

直線﹕(281)

Broker, GRI, CCIM

免費中、
免費中
、英文頻道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許 文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中國特價遊

江南，黃山，千島湖，

▲美東$175 起、美加東 $303 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 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 起、歐洲、中國

IATAN & ARC 認證旅行社 聘懂 國/英語全職助理

wendyc21sw@gmail.com

Tel:713-981-8868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AlphaMax Realty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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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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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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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 20 年之從業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 20 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有意者請電 713.550.6373，高小姐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保護：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安穩保險

❶您的車子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www.allwininsurance.com

❷您的房子

楊德清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❸您的銀行帳戶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49

豪華游輪

起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andy.hsu@aarealtytx.com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unny.hsu@aarealtytx.com

專辦中國簽證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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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含三峽遊輪）9/5-9/16（行程、酒店全部升級）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Wendy Xu

另代訂酒店租車﹑
簽證及 Package Tour.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 11 天特別團$499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

Call： 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1)Cypress , 3 房 3 衛 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 呎空地，近中國城 8 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 Town Lome，
3 房 3 衛,近 1680 呎,光敞明亮,高 Ceiling.
104,900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4 房3 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 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 房 3.5 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 呎﹐售
$300,000 萬
★密蘇里市﹐3 房 2.5 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 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773-1243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
→
→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休士頓 ←
←
←
←

糖城:

山東菜簡稱魯菜，有北方代表菜之稱
山東菜簡稱魯菜，
有北方代表菜之稱，
，是中國著名的四大菜系之一
是中國著名的四大菜系之一，
，
也是黃河流域烹飪文化的代表。
也是黃河流域烹飪文化的代表
。它對北京
它對北京、
、天津
天津、
、華北
華北、
、東北地區烹
調技術的發展影響很大。
調技術的發展影響很大
。LULU 餐廳的魯菜將會取之精華
餐廳的魯菜將會取之精華，
，菜單上都是
最合本地華人口味的魯菜代表菜

Tel: 281-403-5500
Fax:281-403-5502

˙美東 5～8 天豪華遊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 4～9 天遊（四人一房）
˙美西 4～12 天精華遊
˙日本關東風情 6 日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7 天 6 夜 （買二送一） ˙日本關西風情 7 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
同里﹑
杭州,上海 8 天
˙加拿大洛磯山 6 天/7 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夏威夷 4~7 天遊
˙加拿大東部 5 天遊（多侖多﹑
屋太華﹑
滿地可﹑
魁北克﹑
˙歐洲（英﹑
法﹑
意﹑
德﹑
蘇俄）7～17 天經典之旅
京士頓﹑
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北京﹑
上海﹑
香港﹑
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超值雲南風情遊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
4～7 天遊輪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 日江南團) $1350.00 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Tel:713-952-9898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90

經銷名廠

福達旅行社 (713)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debbie@chinatourusa.com

★

王朝旅遊

（買二送二）

美東六天 $175 起 美加東八天 $303 起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499))
$299
299//人 (原$499
9/6 - 9/17
( 含三峽遊輪)

Debbie 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8
Cash Rd.

中西式爐頭﹑
中西式爐頭﹑
油爐﹑
油爐
﹑
焗爐﹑
焗爐
﹑
扒爐﹑
扒爐
﹑
雪櫃﹑
雪櫃
﹑
冷凍庫﹑
冷凍庫
﹑
製冰機﹑
製冰機
﹑
洗滌 Sinks
Sinks﹑
﹑
中西廚具﹑
中西廚具
﹑
器皿﹑
器皿
﹑
水喉﹑
水喉
﹑
Parts﹑
Parts
﹑
工作鞋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8 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713713-568568-8889

Down
Town

not include happy hour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266
286 起

廣式點心也會出現在菜單上供客人選擇 。 一壺好
廣式點心也會出現在菜單上供客人選擇。
茶配一桌 dim sum, 美哉美哉

有效期至

7 月 31 日 2015 年

七天營業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
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

本報記者
孫雯報道

OFF

59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10:00～1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27(敦煌廣場內)

中國城獨家正宗北京烤鴨 ， 鴨皮酥脆
中國城獨家正宗北京烤鴨，
， 鴨肉肥瘦適中
鴨肉肥瘦適中，
， 精確的片皮刀工和
現烙的酥薄鴨餅，
現烙的酥薄鴨餅
， 當然最重要的是獨
家秘方自調甜麵醬。
家秘方自調甜麵醬
。 正宗味道
正宗味道，
， 缺一
不可。
不可
。

Sugar
Land

送禮、自用最佳。

713--988
713
988--9028

餐具公司

Restaurant Equipment & Supplies
ww.jks-tx.com
展廳﹑
展廳
﹑
倉庫﹑
倉庫
﹑
現貨供應

10%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禮物卡
$18、$25、
$30、$50，

JKS Houston

Wilcrest Murphy Rd.

˙全身按摩
˙頭頸肩背腰按摩
˙腹部、腰腿按摩
˙肩肘手按摩
˙眼頭部按摩
˙中藥熱敷熱石足療

售

零
批發

Bellaire

Happy Hour
All day (全天
(全天))

ME1941

專業治療按摩老師 資深治療執照按摩師

C7

Sunday, July 12, 2015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中國城本月內將新添一枚中餐新貴
。原江南人家易主
原江南人家易主，
，新東主經過半
年的運籌準備，
年的運籌準備
， LULU 餐廳將於 7
月 31 日正式開業
日正式開業。
。最具特色的獨家
秘方 -- 正宗北京烤鴨
正宗北京烤鴨，
， 精品魯菜
，粵菜
粵菜，
，川菜將會齊齊登陸
川菜將會齊齊登陸。
。大廳
，包間
包間，
，雅座
雅座，
，寬敞舒適的就餐環
境會讓您眼前一亮。
境會讓您眼前一亮
。 餐廳將於 7 月
25 日試營業
日試營業，
， 31 日正式營業
日正式營業。
。歡
迎讀者朋友們屆時千萬品嘗，
迎讀者朋友們屆時千萬品嘗
，提出
意 見 和 建 議 。 餐 廳 地 址 ：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治療按摩





2015 年 7 月 12 日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莉莉按摩

專業執照

正宗北京烤鴨 魯 粵 川菜精品 LULU
LULU餐廳將隆重開業
餐廳將隆重開業

星期日



休城工商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763

楊凱智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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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nnie Hui

平均節省$825*

Bus: 832-999-4966

許宏婷

Winnie
WinnieHui
HuiCLU
CLUCPCU
CPCU FLMI,
FLMI, Agent
Agent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9611
9611Hillcroft
HillcroftStreet
Street
Houston,
Houston,TX
TX 77096
77096
State Farm ＊ 開始，就可平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763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763 保費！＊ 更可享
均節省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CLU CPA CPCU FL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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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Sean Wong
Agent

受 State Farm 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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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 TM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有 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 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向更好邁進 TM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 MMP 的保險計劃，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您今年 4 月至 8 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 MMP 計劃中去，MMP 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 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 Medicaid & Medi-

2010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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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 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2010
2010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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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023TX

2010

呂氏 J. Eric Lu ˙餐館及商業
保險 Insurance Agency ˙房屋及水災
www.farmersagent.com/jlu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713-988-0788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員工保險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地產保險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週一至週五 黃金時間推出）

保險師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
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
省錢﹐
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服務客戶逾 20 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蕭 雲 祥 投資顧問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退 休 計 劃、IRA,401K, 年 金、壽 險、資
產 配 置、基 金、債 券、股 票、ETF、財 富
管理、投資組合，定期定額儲蓄...

713-988-3888 832-434-7770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投資座談會
時 間：7 月 4 日（週六）上午 10:30-12:00
地 點：6588 Corporate Dr. #188
Houston, TX 77036
主 題：
（1）如何累積您的財富，享受退休生活
（2）2015 年下半年投資市場趨勢
（3）退休計劃的稅務問題
主講人：
（1）黃振澤（C P A）
（2）蕭雲祥（請先預約，座位有限）

PORTSMOUTH FINANCIAL SERVICE

12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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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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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mber of SIPC. FINRA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 H1B, L1, L2, E1, E2 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洽詢專線 and Text:

915－
915
－691
691－
－9072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Rei Ryan 朱 小 姐
20 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國際影視

星期日

2015 年 7 月 12 日

Sunday, July 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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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Gaga 失足墮地

6

香港娛樂
娛樂頭條

文匯娛樂

■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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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三個超強颱風蓮花
三個超強颱風蓮花、
、 燦鴻
燦鴻、
、 南卡
近日輪流吹襲台灣，
近日輪流吹襲台灣
， 古巨基無畏風雨來襲
古巨基無畏風雨來襲，
， 10 日晚
在台灣為新唱片《
在台灣為新唱片
《我們
我們》
》舉辦新歌演唱會
舉辦新歌演唱會。
。基仔今次
開騷，
開騷
，好友周慧敏
好友周慧敏（
（Vivian
Vivian）
）亦特別赴台撐場擔任表
演嘉賓，
演嘉賓
， 但因颱風關係
但因颱風關係，
， Vivian 為免失場而提前抵
台，十分有心
十分有心，
，基仔也在台上跪謝好友的支持
基仔也在台上跪謝好友的支持。
。

未造成損傷
綜 合 報 導 上 周 末 ， Lady Gaga 攜 《Anything Goes》邊起舞，首先撞到身後 邊，結果在觀衆面前失足墮地，幸好舞台
Tony Bennett 到摩納哥表演期間，她邊唱 的樂手，之後向前行卻疑似看不清舞台周 不高，未造成損傷。
■古巨基
古巨基((左)在節目中承認參加
在節目中承認參加《
《我是
歌手3
歌手
3》是押後婚宴的主因
是押後婚宴的主因。
。

水，新歌演唱會門票很快便被搶
購一空，
購一空
，基仔為答謝粉絲熱情支
持，即使打風也決定如期開唱
即使打風也決定如期開唱。
。
10 日晚基仔演唱十多首新歌及金
曲，更邀來好友周慧敏合唱
更邀來好友周慧敏合唱《
《咖
啡在等一個人》。
啡在等一個人
》。據悉
據悉，
， Vivian
因擔心颱風擾局，
因擔心颱風擾局
，怕其赴台航班
會被取消，
會被取消
，令基仔演唱會嘉賓開
天窗，
天窗
，心急如焚的她整夜難眠
心急如焚的她整夜難眠，
，
最後決定臨時更改航班，
最後決定臨時更改航班
，提前抵
台。

王子送童裝催生B
王子送童裝催生
B
基仔眼見好友如此有義氣，
基仔眼見好友如此有義氣
，
在台上感激 Vivian 指對方特地為
他的服裝品牌在上海行騷，
他的服裝品牌在上海行騷
，今天
（ 前天
前天）
） 又無畏風雨前來
又無畏風雨前來，
，語
畢 ， 他單膝下跪感謝她
他單膝下跪感謝她。
。 Vivian
見狀，
見狀
， 連忙扶起好友
連忙扶起好友，
， 場面感

金鍾獎視後自曝

曾險被導演“潛規則”
粗放，有次同劇的男主角半夜收工後要
把她拖回家，劉瑞琪死活不肯，竟然反
被對方批評：“那我今天摳你手心你不
是沒拒絕？現在裝什麽裝？”
此外，劉瑞琪還爆料，有次跟劇組
出差拍戲，導演半夜打電話給她，讓她
到房間對劇本，結果對方竟別有企圖，
後來因爲對方要削蘋果刀沒拿穩，削到
自己的手，劉瑞琪才逃過一劫，回家後
劉被家人大罵：“難道非要人家把你壓
在床上，你才知道人家想幹嘛嗎？”她

才驚覺事態嚴重。
劉瑞琪當年快速竄紅，20 多歲就演
出女主角，認爲自己“理所當然”要演
女主角，沒想到後來她患上甲亢，演藝
生涯中斷，與此同時，母親也生病，劉
瑞琪只好暫別演藝圈休養。幾年前再複
出，劉瑞琪已經不再是萬衆矚目的女主
角，反而只有媽媽等配角角色可以演，
好不容易曆經各種適應與努力，再度獲
得肯定，奪下金鍾獎，說到這段往事，
她忍不住落淚。

傳台灣女星楊可涵輕生獲救
家屬：不便透露

除了 Vivian 外，台灣藝人邱
勝翊（王子
勝翊（
王子）
）也突然帶禮物上台
給基仔驚喜，
給基仔驚喜
，特別送了基仔一批
衣服，
衣服
，當中除基仔老婆 Lorraine
有份外，
有份外
， 更準備了一男一女童
裝，寓意留給基仔將來的
寓意留給基仔將來的BB
BB。
。
而杜德偉（
而杜德偉
（Alex
Alex）
）也在綵排
時突然神秘現身給基仔打氣，
時突然神秘現身給基仔打氣
，並
帶來蛋糕給他，
帶來蛋糕給他
，當基仔看到 Alex
出現在台前時嚇了一大跳，
出現在台前時嚇了一大跳
，他開
唱強碰颱風，
唱強碰颱風
，杜德偉還祝他
杜德偉還祝他“
“遇
水則發”！
水則發
”！
去年 7 月 12 日在美國拉斯維
加斯登記結婚的古巨基夫婦，
加斯登記結婚的古巨基夫婦
，將
歡度“
歡度
“紙婚
紙婚”，
”，忙着新專輯宣傳
忙着新專輯宣傳
的基仔，
的基仔
，壓軸演唱被譽為獻給愛
妻的《
妻的
《 找到你是我最偉大的成
功》，
》，不過基仔直呼這首歌是唱
不過基仔直呼這首歌是唱
給所有重要的人，
給所有重要的人
，包括親愛的所
有粉絲！
有粉絲
！

■古巨基在台
上跪謝好友的
支持。
支持
。

■古巨基與好友杜德偉
古巨基與好友杜德偉（
（右二
右二）、
）、周慧
周慧
敏和邱勝翊（
敏和邱勝翊
（左一
左一）
）後台合影
後台合影。
。

曹格青島掘金 黑超遮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島
報道）歌手曹格日前現身山東青島某
商業活動現場。曹格冒着高溫身穿綠
色休閒西裝露面，全場一直眼戴“黑
超”，不曾摘下。活動現場，曹格心
情大好，一掃前期與吳鎮宇糾紛的陰
霾，為現場歌迷獻歌三首，另外多送
上一首《冠軍》。曹格還與現場歌迷 ■曹格全程戴上“黑超”。 王宇軒 攝
開起玩笑，戲稱女兒 Grace、兒子 Joe 場未作停留。隨後曹格微博上更新
也到了活動現場，引得現場觀眾一片 “青島棒棒噠！下一站江蘇！我們一
驚呼。曹格獻唱四首歌曲後便匆匆離 起加油！沒有夢想哪來夢想成真！”

張智霖一家人
與範冰冰合影
兒子魔童帥氣
綜合報導 昨晚，袁詠儀通過微博曬出兩
張老公張智霖、兒子魔童與範冰冰的合照，
之後，張智霖也更新微博，曬出袁詠儀、範
冰冰的合照，並留言稱，“冰冰與靓靓”。
昨日晚間，袁詠儀在微博曬出兩張老公
張智霖、兒子魔童與範冰冰的合照，並留言
稱，“張先生帶魔先生去見武則天，魔先生
超開心！謝謝冰冰謝謝京花姐！”。之後，
張智霖也更新微博，曬出妻子與範冰冰的親
密合照。
稍後，範冰冰也轉發袁詠儀微博，並回
複稱，“好久不見，和大雙眼皮一家人再見
面還是那麽親。魔先生完全就是靓靓姐的翻
版，太靓仔啦！”

人。

綜合報導 台灣藝人楊可涵借黑
澀會美眉出道，後轉型成爲演員。9
日，楊可涵被曝輕生獲救，疑似因
憂郁症發作想不開。
值得一提的是，楊可涵近日在拍
攝的《珍珠人生》裏，演繹了資深藝
人紀寶如的人生故事，其中就有吞藥
自殺的橋段。而紀寶如聞訊後表示：

“戲裏就演過(自殺)這樣的角色，怎麽
還那麽想不開？聽了真的很難過。”
有媒體嘗試聯系楊可涵經紀人
，但未有結果，細節部分家屬則稱
目前不便透露。曾與楊可涵合作過
的王書喬則說：“她拍這部戲每集
都要哭，她對自己要求高，可能因
此壓力大。”

■古巨基
夫婦 12 日
歡度“紙
婚”。
資料圖片

首執導演筒 何炅壓力大消瘦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賺這個錢。這次決定拍，只是這首歌的策劃彭宇很希望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們能再聚一下，再回憶一下當年一起做事的那種情懷。”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何炅承認，拍攝一個
一一指電影與歌曲大不同
一一IP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作品可以繞過很多宣傳，讓觀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何
炅 (一
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眾有直接的好奇心去了解拍出來的東西和原著有什麼相同
和差異。但作為歌曲，《梔子花開》是沒有內容的，有的
一) 以 導 演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只是一種情緒。“如果要說歌曲和電影有什麼一樣的地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身份率團到
深圳宣傳新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方，只是名字有關，表達的情緒有關。此外它們是各有生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命的東西。”
片。
一
一一一一一9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個月的時間，但在完成的
李榮浩三十而立楊丞琳微博祝福 一一
李薇一
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電影前期的劇本編寫花了
時候又被何炅全盤推翻。他不希望青春電影只是單純的表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歌手李榮浩昨天 30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 深圳報道）內地著名主持人 達愛情和友誼，為此他在片子裡設定了一個極致的內容：4
歲生日，緋聞女友楊丞琳在凌晨零時發出
何炅執導的首部作品《梔子花開》10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日在深圳舉行發佈
一一一一名男生在完全沒有舞蹈基礎的情況下，用一個月的時間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微博祝福，短短寫下：“30 歲的你，生日 一一
會。導演何炅、總策劃彭宇、主演張慧雯、張予曦出席。 會跳芭蕾。“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就是
快樂。”李榮浩也在稍後時間更新微博，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想告訴大家，只要相信自己，夢想是一定可以完成的。整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何炅坦言，這部作品經不起影評人的審視，他不希望觀眾
寫下：“而立之年本想廢話一段，後來覺
看完後說何炅好厲害，只希望老實地說一個故事，表達簡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個片子的潛台詞就是，如果你不嘗試，怎樣知道會不會成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得算了。一切安好，謝謝你們陪我。”網 一一
單的情緒。“如果大家看完後，想起自己的青春，回憶校 功。”
友們除了大讚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何炅透露，《梔子花開》的演員中，除了張慧雯有舞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園的故事，對我來說就夠了。”
兩人有默契
電影《梔子花開》從 2 月份開機到暑期檔上映，何炅 蹈基礎，其他演員都是從零開始，接受舞蹈培訓。這讓他
外，也不禁問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僅用不足五個月的時間，就完成自己的處女作品。對於這 在拍攝前期，有着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因此瘦了 10 斤。
道：“是要公
“我是一個非常長情的人，根本沒有做好開拓新疆土的準
樣一個從歌曲改變而來的
IP 電影，何炅坦言面對不少觀眾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開 （ 戀 情 ） 一一
的質疑。”很多人說，我消費一首歌，消費了 10 年時間， 備就拍攝了這樣一個作品，所以現在讓我再去拍第二部作
了？”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品，我會告訴大家，緩一緩吧，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但其實十年來我很少提過這首歌。在
04 年歌曲紅了以後，
■
李榮浩11
李榮浩
11日
日
■李榮浩早前上載與楊丞琳的親密
很多人邀請我拍電視劇、拍電影，我都拒絕了，我不想去 備。”
度 過 30 歲 生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合照，
合照
，因而爆出緋聞
因而爆出緋聞。
。
日。 網上圖片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Regal 名 門 金 宴
招牌菜

北京片皮鴨二吃
北京
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片皮
廚師現場
片皮、
、二吃斬件
二吃斬件！
！

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d
n
Gra ing!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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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 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 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
主，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
香龍仔大蟹飯等。
E--Tao 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 為 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喜
！

綜合報導 近年來，金鍾獎視後劉瑞
琪在不少偶像劇中飾演氣質高雅的媽媽
角色。日前，她接受采訪時透露，也曾
經遇過演藝圈“潛規則”，劉瑞琪想起
自己的經曆一時落淚。
據悉，劉瑞琪年輕時便已成名，片
約不斷，但其實她有嚴重的人群恐慌症
，每次記者會上台前都會緊張發抖。她
說，常常有片商約吃飯，別人都在攀交
情的同時，“我都吃到一半，假裝上廁
所然後趕緊跑回家。”她說，自己個性

基仔擬年底補擺婚宴

4 年，古巨基再發行全新
睽違國語專輯
國語專輯，
，歌迷早已望穿秋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榮升人夫的古巨基日
前亮相電台節目接受訪問。當中談及他去年初
參加兼主持內地歌唱比賽《我是歌手 3》，因
而紅爆內地，更在節目中承認參加此節目是押
後婚宴的其中一個主因。不過，基仔強調參加
這次比賽不是為了錢，是被節目總導演的誠意
打動而答應。
基仔在內地人氣急升，唱片公司把握機
會，為基仔乘勝追擊推出國語專輯《我們》，
除邀請多位音樂猛人合作外，還斥重資拉隊赴
英國倫敦拍攝唱片封套。一直忙於工作的基
仔，此行特意提早三天，與太太飛往巴黎享受
甜蜜假期，他坦言：“短短三天也不算是度蜜
月，只因太耐沒有放假，好趁機會與太太放慢
一下腳步，不用回覆電話及訊息，周圍遊覽品
嚐美食，只想趁機透透氣吧。”當問到基仔何
時能夠兌現承諾，在香港補擺喜宴？他說：
“已經計劃好是今年年底進行，一定要成事，
已經結婚一周年了，總不能拖延至明年才擺婚
宴的。（造人大計又如何？） 順其自然吧！
真的要看上天安排了。”
此外，基仔近年在商界大展拳腳，繼去年
開辦甜品餅店後，其時裝品牌亦成功進軍內地
市場，生意涉獵不同範疇。不過，基仔否認自
己是一個有野心及事業心重的人：“其實我只是一個
夢想執行者。時裝、服裝設計純粹是我個人喜好，現
階段談不上是事業，如果我想要收入回報，理應是專
心演藝事業吧！”問到太太有否要求他減少工作，爭
取夫妻相處時間？基仔即笑說：“其實是我跟她說想
減少工作，哈哈！也不是她迫我工作，我曾跟她商量
過，忙了這麼多年，也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腳步。雖然
工作機會很多，但也要學習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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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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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Regal 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E-Tao 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 二樓，Norstrom 和 Macy's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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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周筆暢: 被催婚想翻白眼
是娛樂圈邊緣人
015 年巡迴演唱會北京站日前落下帷幕袁演唱會上她
連換六套服裝袁其中一條山本耀司設計的黑色長裙袁價値
高達 240 萬元袁成爲了當晩除表演之外的另一話題遥 晃眼
間 10 年過去袁當時還追着湖南衛視爲叶超級女聲曳投票的

陶晶瑩（陶子）舉行 「太委屈之現在才
開演唱會」，女兒荳荳、兒子小龍上台獻花
，她驕傲地說： 「媽媽是歌星。」她唱到尾
聲破功哭起來，老公李李仁壓軸出場，稱她

Sunday, July 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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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本山“老根山莊”探訪記
在經歷非議質疑尧更名整頓後袁北京前門的野劉老根會館冶4 月 18 日重新開門
迎客袁從昔日高端會所變身爲平價餐館野老根山莊冶遥 據悉袁北京時間 6 月的一個
深夜袁趙本山秘密現身此處袁與員工開了一次神秘會議袁並第一次主動提及網絡
傳聞袁他説院野如果要是我出事了袁也不會連累你們渊老根人冤遥 冶
北京時間 6 月中旬的某個下午袁 已過了飯點袁 但位于北京前門中心地帶的
野老根山莊冶袁進進出出的客人絡繹不絶袁有的只是參觀拍個照袁有的是剛用完餐遥

小初高孩子們都長大了袁 而這幾個彼時紅透半邊天的超

要野劉老根會館冶遥 2011
野老根山莊冶毗鄰野劉老根大舞臺冶袁其前身是赫赫有名的要要

女也都變了樣遥 回顧當年比賽照片袁她們也都是殺馬特風

年趙本山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前門商業區和歷史保擴區開了這佔地一萬平方米袁

找不着北袁然而現在的她們各自游走在圈中袁也都走出了

坐南朝北毗鄰野劉老根大舞臺冶的野劉老根會館冶袁會館開業當天野劉老根大舞臺冶

截然不同的路遥 周筆暢在其中袁變化亦尤爲明顯遥 當年一

門前鑼鼓喧天迎接同姓野兄弟冶袁趙本山憑好人緣請來各界名嘴名角撑場袁人潮涌

副黑框眼鏡袁 中規中矩乖仔扮相的她袁 現在已經摘掉眼

動的爲自己的新産業開業辦了一場豪華典禮遥

鏡袁在演唱會上大玩時尙造型曰當年那個腼腆內向不知如

然而袁停業 7 個月後于 4 月 18 日二次開門迎客的趙本山館子野老根山莊冶袁相比較

何應對媒體的小女孩兒袁現在雖不至於游刃有餘袁但也可

2011 年開業時的野牛到家冶略顯低調遥 只是由本山傳媒官網發佈一紙公吿院由本山傳媒與鐵嶺野老根山莊冶合作開
辦的野老根山莊冶北京總店將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試營業遥 重新開門那天袁趙本山本人也未露面噎噎

以更順暢地將採訪進行下去了遥

是 「全宇宙最美麗、最會唱歌的女歌手，謝
謝心湄姊介紹給我，這些年我都沒有虧待她

2015 年 7 月 12 日

時間飛快袁超女們有早已結婚生子的袁有剛剛野逼婚冶成功的袁還有就是沒什么動靜也大體知道

。」說完也哭了，兩人相擁，讓全場尖叫。

可能會長時間沒動靜的袁總之路有多種袁女生們過得瀟灑最好遥 那么周筆暢看似屬於最後一類了遥

店內菜單上所售的招牌菜色袁被放大了數十倍袁製成了像野屛風冶一樣的菜單板遥 一米五左右寬袁三米左右長袁

陶子 15 年前在南港 101 開演唱會，之後
主力在主持，昨再當歌手自稱文青，開場唱

當然她被問野最近什么樣的事會讓你翻白眼冶時也會直接吐槽院野比如説催婚啊浴 冶但她仍舊我行我

赫然立在野老根山莊冶門口袁菜單板上每道菜都標注了價格袁不再野觸不可及冶遥小鷄炖蘑菇渊小冤59 元袁東北老式鍋包

素遥
爲什么會聊到野翻白眼冶這個話題袁因爲周筆暢的最新數字專輯名稱叫叶翻白眼曳(最近馬上開始

〈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還要求吹電風扇

肉 35 元袁東北大拉皮 29 元袁東北大醬骨 19 元/斤袁玉米麵菜糰子 4 元/個噎噎巨形菜單板旁邊有個 LED 箱袁滾動
着店內各種優惠活動信息袁有趣的是貼在 LED 上的一行毛筆字袁大概意思是院不用餐沒關係袁歡迎進店參觀拍照遥

，邊唱邊甩頭髮，搞笑問： 「我像不像瘋婆

第二輯的預售袁二輯叫叶翻白眼 II曳)遥 除了催婚袁筆筆想了想覺得還有很多事可以翻白眼袁但她有所

走進二次迎客的野老根山莊冶袁迎客堂倌轉着花手帕上前招待袁撲面而來的東北特色遥 深灰色仿舊的磚瓦墻搭

？」她說： 「出道 25 周年，在這裡唱剛剛好
，我還進不去那個蛋。」有歌迷喊 「大巨蛋

保留袁再想了下又只能零零總總概括成一段院野比如説你不得不重複去做一樣事情袁或者重複去説

配着古色古香的木桌凳袁喜慶的大紅燈籠和流蘇燈飾相映成趣袁循環播放着趙本山所唱的野東北二人轉冶袁充滿濃

一樣話的時候袁就是自己覺得可能做這件事情很無趣袁或者很浪費時間的時候遥 冶

濃的東北生活氣息遥 除了內部硬件佈置袁野老根山莊冶里面的服務員穿着打扮都頗有最炫民族風袁男服務員穿着大

」！她幽默的說，要跟台北市長柯文哲商量

跟十年前相比袁筆筆笑稱自己比較大的變化是沒有那么怕被採訪了遥 這句話旁人聽來會覺得

紅色的褂子袁女服務員統一盤頭穿着翠緑色的小坎袁腰間系一條碎花圍裙遥

。

有趣袁野一個出道十年的大明星也怕被採訪钥 冶採訪是明星的工作之一嘛浴 但在周筆暢這里袁肯定説

與之前野劉老根會館冶的奢華尧高冷大相逕庭袁野老根山莊冶樸素尧接地氣兒了許多袁還未走進便能從中嗅到已變的味

她從未忘情唱歌，兩年前開始看中醫調
兒女昨第１次看她的演唱會，女兒摺紙星星，寫
養身體，昨哽咽著說，已是兩個孩子的媽，為回復到
上 「幸運」，為她加油，她唱〈如你一般的人〉時，
以前狀態，針灸提氣，加上運動， 「姊唱的不是歌，
李李仁伴奏，螢幕播放歌迷進場時的畫面，答謝歌迷
是血淚史。」台下的藍心湄跟著哭。
，昨 1000 人滿座，票房 120 萬。

的是大實話遥 她確實不習慣被訪袁現在的狀態也只能與過去産生比較級袁不能跨出這個維度去比遥

道袁當然還有其背後折射出的一些遥

也就是説袁她雖然比以前能聊了袁但總歸只是個樸素的進階變化袁一次値得激勵的自我提高遥 這樣
的筆筆袁倒是多了些奇妙的萌點遥 而除了應對媒體能力的提高袁想法和心態上的成熟袁更願意挑戰

當年的野劉老根會館冶買的是野別地兒吃不到冶的噱頭袁賺的是白花花的錢袁現在取而代之的野老根山莊冶要的翻

要她終于摘掉了眼鏡遥 這個變化有些儀式性的意味袁代表這
未知袁筆筆還有個外形上最大的變化要要

台率袁賺的是人氣口碑遥 野劉老根會館冶還在營業時袁曾有媒體曝光過其中餐標袁里面的饅頭最便宜袁1 塊錢一個遥 其

之後的周筆暢更加鮮明袁煥然一新袁代表屬於她的新階段開始了遥

餘特色菜品袁如野笨鵝炖土豆冶野肥牛炒猴子冶野王小蒙豆腐冶野首長保健菜冶野梅花鹿鞭冶噎噎售價均不低於百元袁其中

周筆暢這些年做了很多事袁有始終佔據事業重心的音樂袁有自創潮牌需要經營袁自己還是設計

有很多菜式在外面是吃不到的袁因爲那是廚師自主硏發的遥 當時的野劉老根會館冶最貴的菜大概 2000 元左右袁野老

總監袁有慈善活動要參與袁還有些別的袁比如叶我是歌手曳這類可以再交一次成績單給普通觀衆的綜

根山莊最貴的菜 200 多塊吧遥 冶店內的服務員説院野秘制多寶魚算是這里比較高端的菜品了遥 冶等菜期間與旁桌的客

藝節目遥 她坦言袁自己有時極端矛盾院旣渴望被關注袁又不想站在風口浪尖遥

人閑聊袁倆小姑娘東北口音袁老根山莊開業一個多月內已經捧場數次袁問起原因回答倒是乾脆院愛趙本山老師袁愛

記者院什么樣的事會讓你翻白眼钥

吃家鄉菜遥 兩小姑娘還親授了野怎么吃更便宜冶的實用秘籍院網上團購張優惠券袁能 88 抵 100浴 顯而易見袁野老根山

周筆暢院比如説催婚啊浴 比如不得不重複做一件事情浴

莊冶目標用戶已經改變袁如今要打造的是人人都能消費得起的一家野民間餐廳冶遥

記者院我們先問一個很常規的問題袁這張專輯叫叶翻白眼曳袁所以是不是生活中有太多値得翻白

野老根山莊冶北京時間 4 月 18 日正式開門迎客袁1 個多月後趙本山現身了遥 6 月 9 日晩上十點左右袁野老根山

眼的事兒了钥

莊冶上上下下袁從經理到迎賓都要求留下來袁開全體員工大會遥野送走了最後一波客人袁就匆匆趕去開會袁300 多號人

周筆暢院我覺得很多事情都很値得翻白眼袁對遥

渊包括劉老根大舞臺工作人員冤進門的時候把手機全交了袁不讓拍照不能録音遥 冶野老根山莊冶服務員説袁野董事長講

記者院可以説一下袁説説看我能不能翻白眼袁可能大家都有同感遥
周筆暢院比如説催婚啊袁哈哈遥

話就跟説段子一樣袁一套一套的袁特別逗遥 冶會議十點左右開始袁凌晨十二點多結束袁持續了將近 2 個小時袁趙本山

記者院那娛樂圈里呢钥 娛樂圈里的事什么樣的會比較想要翻白眼钥 比如説媒體問你八卦的時候

一直神采奕奕袁較之前精瘦了些但精神狀態很好遥
在之前的一段時間內袁身處輿論風暴中趙本山鮮少公開露面袁然而袁凌晨現身野老根山莊冶興師動衆的召開全體大

還是看到一些奇怪的新聞的時候钥
周筆暢院就媒體問問題也會有了袁對袁但是只能在心里面嘛遥 可能還有很多比如説你不得不重

會袁確實讓人好奇袁都説了寫什么钥 服務員絮絮而回憶着院噎噎總結一句話吧袁董事長讓我們做什么都要用心袁做什

複去做一樣事情袁或者重複去説一樣話的時候袁就是自己覺得可能做這件事情很無趣袁或者很浪費

么都得有良心袁沒有一個好的良心什么做不好遥這是作爲董事長的趙本山本人的經營理念袁一切從良心遥 説完趙本

時間的時候遥

山便開始與野老根山莊冶的上上下下噓寒問暖的野嘮家常冶袁此時叙述服務員也將對趙本山的稱呼從野董事長冶換成
了野趙老師冶遥

記者院其實你是不是屬於比較沒有耐心钥

關於趙本山的那些傳聞袁野老根山莊冶里的每個人都聽説了院網上都説趙老師他出事了噎噎在很長一段時間袁

周筆暢院我自己覺得是不算很有耐心的人遥

楊子晴連５天
示弱首認錯

不能左右遥 野大家最近可能都看到網絡上的一些東西了袁如果要是出事了袁也不會連累你們遥 冶服務員透露袁凌晨時
提到關於他的那些新聞袁而在他眼前的是一幫似家人親的野老根人冶袁面對他們袁趙本山動情了遥

倪妮單身後首亮相心情好 紅裙驚艷巴黎秀場

偶像團體回國發展的 L 姓小鮮肉 3 月已經領證袁對象是在韓國認識的女孩袁兩人現在有了孩子遥 對

處理，尚未收到這樣的訊息。」
楊子晴上月 29 日爆料和陶喆的
親密對話後，一路咄咄逼人，４日

開心，發洩心
中的不滿，請
繼續吧！」氣

還說 「律師我也請得起」，要和陶
對簿公堂。她６日被問爆料有何目
的，她說沒有， 「他這種人渣就應

勢更弱了！
一位網友說： 「愛情本沒有對
錯，可是如果傷害到彼此的家人就

該曝光」，還稱還有更大的料要報
。
不過她前晚 Po 自己做菜照，網

不值得，佩服你揭發的勇氣，可是
並不代表你沒有錯。」她首次認錯
說： 「對，我也有錯。」陶喆昨和

此袁鹿晗工作室發佈聲明闢謡袁稱這是一起惡意爆料袁鹿晗本人從未有過文中描述的野韓國女友冶袁
更無野結婚生子冶遥 對此袁搜狐娛樂聯繫鹿晗宣傳事物方面的負責人楊小姐袁對方表示她不是鹿晗的
經紀團隊袁不方便對此事發表任何評論遥
今渊北京時間 7 月 9 日冤早袁知名八卦博主野關愛八卦成長協會冶爆料袁從某韓國偶像團體中回
國發展的 L 姓小鮮肉要當爸爸了袁女友是他在韓國找的袁而且 L 姓小鮮肉的好友老高也關注了那
個女生遥 爆料中指出袁該女友在微博秀恩愛袁但從不點名道姓遥 並稱袁L 姓小鮮肉飯圈的人爆料袁他 3
月已經領證袁選在了女友生日的時候袁現在兩人有了孩子遥
其中線索直指鹿晗遥 對此袁鹿晗工作室發聲明闢謡袁稱這是一次惡意爆料袁鹿晗本人從未有過
文中描述的野韓國女友冶 袁更無野結婚有子冶一説遥 記者聯繫鹿晗宣傳事物負責人楊小姐袁談及此次

妻子 Penny、岳父母和媽媽低調過 46

鹿晗是否有意被黑袁現在的情感狀况如何時袁她表示不是鹿晗經紀團隊的人袁不方便發表任何評

歲生日，是否仍將提告、或已提告
？楊濮僕說，大陸訴訟流程和台灣
不同，已交由律師處理， 「原來的

論遥
今早袁名爲野關愛八卦成長協會冶的微信公衆號發佈野L 姓小鮮肉當爸爸冶一文袁其中大量內容影
惡劣的影響遥 特此聲明袁鹿晗本人從未有過文中描述的野韓國女友冶 袁更無野結婚有子冶一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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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713))774
774--1117

FAX: (713)774-1460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99
新推出
江南八日 $49
●韓國
韓國﹐
﹐
首爾﹐
首爾
﹐
雪岳山 7 天 299 元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日本
日本﹐
﹐
東京﹐
東京
﹐
大阪浪漫 7 天團 199 元
●台灣
台灣﹐
﹐
明譚﹐
明譚
﹐
環島 8/9 天 249
249//299 元
●泰國
泰國﹐
﹐
曼谷﹐
曼谷
﹐
芭提雅 7 天 99 元

專辦本地特色團﹑
遊輪﹑
各地旅遊團﹐
代辦簽證

˙$49 8 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 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
（特價）
˙5/4 11 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 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 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 4.5.7 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 元
●桂林﹐
龍勝﹐
陽朔六天 199 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 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 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 元(不包括機票)

北京九日

全新

環球超值行程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
馬﹑
泰十一日$1399 元起
泰國風情六﹑
七日$799 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 元起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愉快旅遊

美國本地旅遊團
－－玻璃橋﹑
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
拱門
7 天遊(New 新)
＄368 元起（買二送一）
4 月 30 日之前付錢減$20 元
－－美西 4－10 天遊＄219 元起
－－美加東岸五﹑
六﹑
七﹑
八天遊
＄309 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 7 天遊
＄419 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 GDS 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 7 天遊
＄738 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 4 天三晚
＄299 元起（不包括機票）

幻現場相得益彰袁驚艷全場遥
當天袁倪妮以一襲紅裙驚艷亮相遥 談到這身當天備受好評的造型袁倪妮表示袁自己在顔色及設計上都有多方面
的考量院野我們都知道創意總監 Raf Simons 的設計很有細節感和造型感袁我認爲這件衣服就很好的體現了他在做現
代女性時裝時極具個人特色的設計遥 比如前面不規則的剪裁袁以及一側全是釦子的設計袁特別貼合女性的曲線袁而
釦子袁也是設計中十分經典的一種裝飾遥 冶至於爲什么選擇紅色這個大膽的顔色袁她表示院野首先袁紅色是迪奧先生最
喜歡的顔色袁其次袁紅色也代表着浪漫袁熱情和愛袁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對巴黎這個城市的印象遥 冶
看完整場秀後袁倪妮對於這一季的設計也讚不絶口院野從第一件衣服出來時袁我就覺得太美了遥 一條白色的絲質
的袁而我本人平日最喜歡的衣服款式就是這種簡單舒適及設計感並存的遥 冶
據悉袁倪妮將帶領自己的小團隊在巴黎享受短暫的假期後回國將立即投入到由她主演的新片叶新娘大作戰曳的
宣傳工作遥 隨後袁她還將趕赴加拿大拍攝電影叶勇士之門曳的海外部分袁展開繁忙日程遥

D & L TRAVEL & TOURS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
雲南﹑
桂林﹐
$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
美加東團﹐
美東團﹐
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
歐洲﹑
其他國家均有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
，不由你不信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E-mail: shanekaiser@storm-water-services.com
Website: www.storm-water-services.com

凱
凱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微笑袁心情看起來頗佳遥 一襲親自挑選的 2016 年早春度假系列紅裙袁與當天用點彩藝術裝飾的如同萬花筒般的夢



281-353-8878

達
達 達凱旅遊
達凱旅遊

2015 秋冬高訂發佈秀現場遥 這也是其恢復單身後的首次公開亮相遥 當天袁面對中外媒體的長槍短炮袁倪妮不時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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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all us today and find out what we can do for you:

射鹿晗先生袁且無任何事實依據袁並未經過任何求證過程袁皆爲惡意爆料袁對鹿晗先生造成了極其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受品牌第四次高訂秀邀請袁倪妮赴法國出席 2015 巴黎秋冬高級訂制時裝周袁並在巴黎時間 7 月 6 日下午現身

長裙袁造型很簡單袁但是搭配一些配飾袁立即變得很有設計感遥 這場秀袁很好的詮釋出了奢華及舒適度是可以成正比

附院鹿晗工作室聲明全文院

態度是什麼就是什麼。」

你的排水許可快到期了嗎?
或需要新的許可? ORM WATER

快捷旅遊

出 20 噸黃金噎噎網友對於趙本山的處境産生頗多猜測遥 趙本山被輿論推到了野墻角冶袁陌生人信或者不信袁趙本山

北京時間 7 月 9 日上午袁野關愛八卦成長協會冶發佈野L 姓小鮮肉當爸爸冶一文袁指出一從某韓國

上他！」昨再
寫 ： 「如 果 罵
我，能讓您們

˙Permit Renewal & Certification
˙System Maintenance & Repairs
˙Monitoring & Inspections
˙Debris Removal & Disposal
˙Flow Measurement, Monitoring & Profiling

爲了野趙本山二人轉冶是否低俗而展開駡戰曰本山傳媒出品的電視劇叶爹媽滿院曳開播前因題材問題被叫停曰家中搜

鹿晗工作室否認其當爸爸有孩子：此爲惡意爆料

更低姿態： 「對，我也有錯。」公
開認錯，是否已提出求和？陶喆的
經紀人楊濮僕昨說： 「已交由律師

★不遵照許可條例會受到管理機關的處罰或控告。
本公司有專業人員和機械為你作下列各項服務:

周筆暢院其實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去看新聞的人袁通常我都是被接受進去的袁就是可能朋友同

分袁會議將要結束之時袁趙本山面對野老根山莊冶的員工以開玩笑的口吻説了這樣一番話遥 這是趙本山罕有地主動

友 問 ： 「我 能
說陶喆配不上
你嗎？」她竟
回 ： 「我 配 不

S E R V I C E S

趙本山都身陷野輿論危機冶之中袁被曝接連缺席文藝座談會袁繼而一家人被野移民冶曰崔永元與清華大學敎授肖鷹又

事看到了一些東西袁然後就發過來給我袁我才看到遥 所以我自己不會去主動看一些東西遥

陶喆７日在記者會上出示遭楊
子晴設計的微信內容，並委託律師
提告，讓楊子晴原先凶悍的態度急
轉彎，一連５天在微博示弱，前晚

Storm Water

記者院這一段時間也挺多八卦新聞的袁看新聞的時候有沒有哪一條是覺得心里要翻白眼一下钥

泰國$$99
泰國
99..00 七天
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
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 $399
399..00

千里行旅遊
www.tmttravel.com
www.tmttravel.
com

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 月至 9 月出發
* 加勒比海 4/5/7 天
* 阿拉斯加 7 天
* 地中海 7 天
直銷店
* 夏威夷 7 天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歐洲團
*
*
*
*
*

西歐五國 10 天
瑞捷奧匈 10 天
義大利蔚蘭海岸 12 天
歐洲十國 17 天
西歐及義大利 17 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

*美東 5/6 天豪華團
*美加東 6/8 天豪華 (買二送一)
*美西精華 4-10 天 團(買二送一）
*黃石公園 7 天團(買團（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 7 天 二送一）
*夏威夷 4-7 天團 團(買二送一）
*佛州迪斯尼 4-8
天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