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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疾控中心：
寨卡病毒是導致小頭症的原因

德州富貴病青年獲緩刑免於坐牢 納稅人買單15萬元

賈斯汀•比伯休斯頓Galleria
即興起舞 臉書瘋傳

（綜合報道）世界大牌歌手賈
斯汀•比伯來休斯頓了，上周六他
在豐田中心舉辦了一場個人演唱會
，當天還走訪了 NASA 太空中心，
而且還在演出之前來到位於休斯頓
市中心郊外的 Studio713，為新歌進
行錄制工作。賈斯汀在休斯頓這幾
天過的非常愉快，也有人建議他工
作行程安排的很緊湊，他表示應該
在休斯頓購買房產以便經常往來。

當天，賈斯汀還忙中偷閑還
來到休斯頓的Galleria閑逛，在帽子
店 Lids，賈斯汀和他的伴舞多人一
邊試戴各種顏色的帽子，一邊竟當
場即興編舞，現場一名負責賈斯汀
安全的休斯頓警察也一時興起，加
入到了舞蹈的行列，這位警察誇獎
賈斯汀本人很接地氣，能和自己的
偶像一同跳舞，非常高興。

由於現場的這個場面被賈斯汀
團隊的一名成員全程錄了下來，並
且上傳到了臉書上，一時瘋傳。

（本報訊）全美“名聲大噪”的德州富貴病青年與警方
達成緩刑協議。法庭命令他接受“康復”治療，但德州納稅
人卻要為其康復賬單中的大頭買單。該費用高達20萬美元。
這一緩刑協議可讓他免於坐牢，盡管他因為醉酒駕駛撞死了
4人。

本星期剛過19歲生日的庫奇（Ethan Couch）是在16歲
那年犯事的。周三，他會在塔蘭特縣（Tarrant County）成人
法庭過堂，法官將決定如果他違反緩刑協議需要讓他坐牢多
長時間。
《沃斯堡明星電訊報》（Fort Worth Star-Telegram）稱，庫
奇在為期一年的康復中所費不貲，其中由納稅人買單的公帑
超過15萬美元，因為他的父母無法支付所有的治療費用。

2013年，庫奇在少年法庭中接受審判。一名心理學家作

證說，庫奇因受到富有家長嚴重寵溺而無法分辨是非。該心
理學家將其病況稱作“富貴病”（affluenza）。這個新鮮說法
頓時躋身媒體銳詞榜。

庫奇被判10年緩刑：在緩刑期間他不能碰任何酒精或毒
品。這一判決令輿論大嘩。批評者對被告能以患富貴病作為
免於陷身囹圄的理由深感不忿，認為這是因為其有富有家境
才令他躲過嚴刑峻法的制裁。

去年12月，庫奇和其母親湯妮雅（Tonya）驅車從德州
逃亡至墨西哥，因為庫奇違反了緩刑所要求的滴酒不沾和遠
離毒品規定。在一則視頻中，庫奇被拍到出現在某派對現場
，而那裏擺著酒精飲料。

庫奇的母親被控幫助兒子逃亡墨西哥，如果罪名成立，
她將會坐牢長達10年。

 


































(本報訊)美國疾病控
制和預防中心當地時間13
日表示，有足夠證據表明
，寨卡病毒是導致新生兒
小頭症、腦損傷和其他出
生缺陷問題的原因。

自去年以來，有不少
機構和研究人員將女性在
孕期感染寨卡病毒與新生
兒患小頭症聯繫起來，雖
然兩者的潛在關係比較明
顯，但美方一直沒有得出
正式定論，美國疾病控制
和預防中心當天表示有足夠證據證實二者之
間的“確定性”關聯。

疾控中心主任托馬斯•弗裏登說，通過
分析“很多研究中的大量證據”，該機構認
為寨卡病毒導致新生兒小頭症是“毫無疑問
”的，寨卡病毒還會導致腦損傷，此前從沒
出現過被蚊子叮咬後導致“破壞性”胎兒畸
形的情況，新的發現意味著人們對寨卡病毒
科學認識的一個“轉折點”。

根據疾控中心的通報，衛生科研人員在

小頭症新生兒的腦組織、脊髓液和羊水中都
發現了寨卡病毒痕跡。疾控中心負責公共衛
生信息與傳播事務的官員拉斯姆森說，新的
發現錶明預防寨卡病毒的重要性，包括研發
疫苗。

美國政府已向國會提出18億美元的緊急
撥款申請，以防範和應對寨卡疫情。

疾控中心提醒美國民衆尤其是孕婦提高
對寨卡病毒的警覺，使用驅蚊劑，不要前往
寨卡熱流行地區旅行，避免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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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施雪妮）四月二日
，在夏洛特歷史博物館開幕了的畫
展，這是《走向東方》系列藝術展
的壓軸之展，其中包含唐慶年的
《瞰自雲端》中國水墨書畫展，和
劉隼的《夢境的幽秘空間》油畫作
品展。兩位藝術家一共展出了近四
十幅精心創作的佳作。
開幕當天中午，迎來了百余名慕名
而來的參觀者，夏洛特博物館館長
潘尼格(Key Peninger )女士主持了開
幕酒會，夏洛特歷史博物館董事會
主席、華美協會會長唐珍傑、僑界
領袖李猛發表講話。藝術家唐慶年
和劉隼分別發言，闡述了對於東西
方藝術和繪畫的觀點。
在開幕式的尾聲，唐慶年展示了一
幅近期的巨作，長度為十六米的長
幅水墨手卷《觀流圖卷》，大氣渾
成的表達了藝術家天人合一的世界
觀，是一件極為罕見的長卷，由於
展廳的空間原因，該幅作品只是開
幕當天展示，不做長期陳列。此次
在夏洛特首次開光亮相。引起了場
上觀眾們的一陣轟動，紛紛圍觀拍
攝。

唐慶年：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
學院，中國近現代美術史最重要的
“85新潮”運動最早的發現者和推
動者之一。曾任中國權威藝術期刊

《美術》的編輯部副主任。1991年
移居美國後，以油畫、丙烯、絹印
、雕塑、陶瓷和影像等媒材從事觀
念藝術、傳統書畫及商業廣告的創
作。在洛杉磯、北京舉辦過多次個
展及多項文化交流活動。

這批展出的作品，在形式上運
用傳統的中國書畫表現形式和裝裱
方式。但是在視點、觀念、藝術形
式上都推陳出新，頗具創意。

幾幅水墨山水巨作《煙雲秋江
圖》、《觀流圖卷》、《萬裡寫入
胸懷間》等都從相同的視角表現，
其作品仿佛給予觀者一雙鳥類的視
點，在雲端翱翔翩躚，從空中俯察
江河奔流，山巒連綿，洪荒起伏，
八極縱橫。

《萬裡寫入胸懷間》是由八張
一米見方的水墨畫作和六幅各體書
法拼裝組合成的巨幅山水。書法呈
現篆隸行三體；水墨畫面將大河上
下，一瀉千裡，支流聚彙，奔騰入
海。從廣袤山川到峽谷巍峨，經沙
灘漫流過九曲回腸。如同蒼龍騰躍
雷電經天，讓觀眾無不沉浸其宏大
的氣勢中。而鑲嵌其中的書法作品
，寫的都是古人面對江河的吟詠，
作品從而成為襟懷的宣泄和歷史的
浩嘆。

大氣渾沌神秘莫測的東方風韻
——唐慶年劉隼畫展一覽

藝術家劉隼，畢業於湖北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曾任武漢理工大學藝
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美國油畫協會會員。作
品多次入選國家級美展，在德國和美國舉辦過多次個展。作品被美術
館和博物館收藏。
此次畫展的主題為《夢境的幽密空間》，展出的作品為旅美十余年

來的油畫創作，作品將東方的審美哲學和西方的繪畫技巧融合在一起
，畫面反映出夢幻的超現實主義題材。作品通過屏風的鏡像與隔斷的
內涵功能，屏風上的人物以目光和心理對屏風下的人物的“冒犯”，
在兩維的畫面中傳達出多維時空的復雜概念，使得畫面彌漫著一種驚
心動魄的神秘和幽深驚悚的氛圍。
《空中月、水中月、心中月》一幅闡釋真理的哲學命題的作品。畫

中碧空中的明月是表明絕對真理；水缸中的明月倒影，表明鏡像中的
客觀真理；而屏風中反映的是人們心中的自我的真理，由於每個人對
於真理的理解不同，此時屏風上的月亮已經成為太陽了。這是一幅唯
美而有深刻含意的作品。
兩位藝術家都有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沉澱積累，並受到美術學

院嚴格專業訓練。赴美多年後，吸收融合了西方藝術的精華，形成鮮
明獨特的藝術風格。兩位藝術家此次呈現高水准的作品展，是多年的沉澱和積累，有著深刻的內涵。唐慶年的作品在傳統
的中國水墨書法中吸收了現代雕塑裝置的元素，形成全新的藝術形式。而劉隼的作品運用西方油畫的手法，來顯示東方文
化的哲學美學精髓，表達多維空間、復雜人性的對抗與衝突，展現了鮮明的個人風格。

他們的作品呈現出的語言，有別於當今中國的美術界浮躁之風。對西方觀眾而言，這些作品展現了中國藝術傳統元素
的新面貌、新生命

《觀流圖卷》 《萬裡寫入胸懷間》

《空中月、水中月、心中月》

MOSCOW --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said on Tuesday that Russia-China tie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and that their relationship 

countries and peoples.

Russia and China are interested in expanding 
cooperation and aligning the Russia-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vrov said in a joint interview with 
Chinese, Japanese and Mongolian media on the eve 
of his visits to the three countries.

"Currently, an agreement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EU and China is being 
prepared, and a roadmap for priority integration 
projects is being worked out simultaneously," he 
said.

The top Russian diplomat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involving Russia's Far East 
and China's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the Volga-
Yangtze project.

While Russia and China are experienc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 due to a sluggish global economy, 
Lavrov said he believed that the decrease in Russia's 
trade turnover with China and other Far East 
neighbors was only temporary.

Moreover, Lavrov said Russia and China have 
showed a willingness to establish a free trade zone 
between the EEU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 idea initiated b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mment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at has 
led to spat between China and some South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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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countries, Lavrov said the disputes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and attempts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issue must be stopped.

He urged external players to stop interfering 
in the negotiations among those involved, 
warning that such attempts would be "completely 
counterproductive."

Moreover, Lavrov also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possible deployment of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missile system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ogether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we realize that 
following this course will create a real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our countries, and destabilize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he said.

He stressed that Russia and China recognize the 
right of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o 
use nuclear energy for peaceful purposes, but do not 
accept its nuclear ambitions.

Moscow and Beijing are devoted to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resumption of the six-party talks, which is "the real 
way to resolve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he added.

Lavrov also praised the framework of the BRICS, 
a thriv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at groups the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Courtesy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 

Peter Liang, the former New York City police officer 
convicted of manslaughter, was back in a Brooklyn 
courtroom on Thursday for the second day of a 
hearing for a mistrial motion by his defense team. 
Liang's sentencing, which was scheduled for Thursday, 
was postponed to April 19.

Liang's lawyers argued that juror Michael Vargas, 62, 
"lied knowingly and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a seat 
on the jury".

Vargas was quoted by the New York Daily News 
on March 26, criticizing the decision of Brooklyn 
District Attorney Kenneth Thompson to recommend 
probation, not a prison term, for Liang.

"You cannot put away the average person's thoughts 
here just because they are police officers," Vargas 

told the paper. "They deserve to be prosecuted and 
sentenced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who has the same 
background or committed the same crime."

He also said that his own father served more than 
seven years in prison for accidentally shooting a friend.

It caught the defense attorneys' attention that Vargas 
didn't disclose that information during jury selection, 
when he was asked by the judge whether he or anyone 
close to him had ever been accused of a crime.

"None that have made the papers," Vargas said, and 
when pressed, answered, "No, no."

"Did you lie during jury selection?" Liang's lawyer, 
Paul Shechtman, asked Vargas during the hearing on 
Wednesday in Kings County Supreme Court.

"I don't believe I did," Vargas said, arguing that he 
didn't consider his father a close family member. "He 
was not close to me. He never spanked me. He never 
raised me."

Shechtman also questioned Vargas about Facebook 
posts he reposted on police misconduct and about 
which he made comments including "Are the police 
a legal gang?", "Who's the one that needs help?" and 
"Everytime police shoot an unarmed person, they 
bring this country one step closer to a revolution."

Shechtman asked if Vargas wanted to be on the jury 
because he knew the case involved a police officer.

"I want to be on any jury that you get called from 
work, stop work and come to serve on the jury," he 
said.

Liang was convicted in February for the shooting death 
of Akai Gurley, 28, an African-American man, at a 
Brooklyn housing project in November 2014.

Liang, now 28, discharged his gun in a darkened 
stairwell at the housing project. The ricocheted bullet 
fatally struck Gurley on a lower floor.

The prosecutors will cross-examine Vargas on 
Thursday afternoon.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
c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R) shakes hands with visiting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during their meeting in Moscow, capital of 

Russia, on March 11, 2016. [Photo/Xinhua]

Brooklyn, New York.

the Brooklyn borough of New York February 20, 2016. [Photo/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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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名舞者海邊展曼妙身姿 迎接“舞蹈月”

西班牙聖塞瓦斯蒂安，1660名舞者在La Concha
海灣跳舞，慶祝“舞蹈月”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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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馬德拉自治區首府豐沙爾，人們在傳統花節的花車巡遊上表演。

馬來西亞發現7.5米長巨蟒
約重500斤

近日，馬來西亞檳榔嶼，建築工人和民防人員在一處建築工地附近
發現一隻巨蟒。其長約7.5米，重約500斤。

綜合報導 90 後們到底是以什麼樣的面目和

心態出現在職場上？為了洞悉這些職場最年輕一

族的工作需求，權威的職介平臺智聯招聘今天發

佈國內首份“90後職場肖像報告”，共回收有效

問卷 15786份，以全面解讀這些職場新生代的真實

狀態。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金三銀四”招聘旺季，年

輕的 90後已逐步成為求職的主力軍。這個群體曾

被貼過諸如叛逆、自我等標簽，然而他們身上也有

著追求獨立和善於創新的鮮明優點。但從此次調查

的 90後擇業取向來看，與 70後、80後找工作求穩

定、謀高薪不同，他們普遍認為工作不只是滿足生

計這麼簡單，能夠滿足興趣、實現人生意義才更重

要。有62%的90後表示，擇業時更看重是否有符合

自己興趣的發展空間，僅有38%的受訪者在擇業時

優先考慮薪資待遇。

從 90後期望從事的工作性質來看，90後群體

對自己更有自信，76%的受訪者希望可以從事核心

業務工作。然而，這並不代表他們眼高手低，受訪

者普遍表示並不排斥從事輔助性工作，也有24%的

受訪者表示願意接受基礎性工作。對於 90 後

來說，從事何種類型的工作並不是關鍵，他們最

渴望被重視，希望能有機會參與到核心工作中展現

自己的價值。

90 後在擇業時更看重未來的發展前途，因

此，“錢多活少”並不是他們追求的工作態

度。對 90 後期望的工作環境調查結果發現，高

達 81%的 90 後希望能在忙碌充實的工作環境中

獲得晉陞，僅有不到 20%的 90 後希望從事的工

作平淡安逸，獲得更加輕鬆的生活。值得注意

的是，90 後雖然甘於拼搏，不懼主動加班，但

無法接受“直屬領導不走不能下班”等非工作

需求的加班理由。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90後的物質文化

生活以及價值觀發生了巨大的提升和轉變，工作也

隨之從謀生的手段轉變為獲得高品質生活的工具，

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過程。因此，90後對工作的訴

求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他們選擇企業僱主標準

的調查結果顯示， “對員工的尊重”超越了“完

善的福利待遇”和“有競爭力的薪酬”，成為他們

眼中用人單位最重要的競爭力。

在公司內部，90後更偏愛自由開放的企業文

化。從調查結果來看，有 73%的受訪者贊同“開

放自由、相對寬鬆”是最理想的企業文化，僅有

13%的受訪者可以接受“嚴格守序、集體高於個

人的傳統企業文化”。在追求自由的風格影響

下，大部分 90 後都明

確表示反感辦公室八

卦和職場潛規則。

在福利待遇方面，

90後對於“軟福利”的

重視程度已經超過了

“硬福利”。在他們看

來，“五險一金”的硬

福利應該屬於公司的標

準配置，並不算關鍵的

競爭力因素，而能夠提

供彈性工作時間、額外

帶薪年假、配備固定班

車等“軟福利”，才更

容易獲得青睞。

根據智聯招聘的

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

對於 90 後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減退，有近一半的

90後受訪者表示，如果有合適的發展機會，願意

在二、三線城市開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對於未

來的職業規劃，90後顯得更加積極主動，高薪、

穩定、依從父母認可的“金飯碗”模式不再受到

他們的一致認可。有 64%的 90 後受訪者表示，

更願意在富有挑戰性的中小企業工作。隨著我國

“網際網路+”戰略的不斷推進，與競爭壓力較

小的大企業相比，網際網路中小企業以現代化的

管理制度、具有競爭力的福利待遇以及創新的氛

圍等條件頗受 90後青睞，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和

更多的個人發揮空間，又恰好迎合了他們追求興

趣、實現自我價值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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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就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以及中德貿易等問題，德國聯邦

工業聯合會（BDI）總幹事長馬庫斯· 凱爾博

日前接受了記者專訪。

凱爾博表示，中國的經濟增速雖然放

緩，但仍然處於較高水準。當前中國經濟增

速放緩，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正在實行結構

性改革。過去幾個月內中國股市經歷的震

蕩，以及德國媒體上對此的負面報道，並沒

有使德國的經理人感到不安。“我們只依據

具體事實說話。我們觀察到，中國政府正在

面臨重大改革任務，並且在積極應對”。

凱爾博說，目前中國政府推行的供給側

改革等一系列舉措，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比如，在中國產能過剩的領域，如鋼鐵、煤

炭和水泥產業，需要迅速減少建設和產出。

中國政府已經把“去產能”作為今年年度經

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凱爾博表示，中國經濟

正在從投資驅動型向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這一轉變是非常必要的。德國部分地區在過

去幾十年裏，也經歷了結構性轉變。“我們

對這種轉變將帶來怎樣的壓力感同身受，也

對這種轉變會創造怎樣的機遇充滿期待”。

2015年，中德兩國貿易額多年以來首次

出現明顯下降。對此，凱爾博表示，雙方貿

易額長期以來都保持一個逐年

穩定增長的良好態勢。中國經

濟增速放緩自然會影響到與德

國的貿易。儘管如此，還是

非常看好中德貿易合作前景。

如果中國成功地完成結構性

轉變，德國企業也將從中受

益。特別是可持續生產、環

保技術、自動化和數字化聯

網生產等對中國越來越重要

的領域，正是德國工業的優

勢所在。德國在中國經濟轉型

過程中可以提供自己的先進技

術予以支援。

凱爾博說，中國仍然是德

國經濟最重要的夥伴之一。德

國企業到中國投資，在當地開

展職業培訓，給德企在中國的工廠注入最新

技術。中國企業也越來越多地走進德國和歐

洲，給當地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這些企

業都在當地創造價值，也理應得到與當地

企業同樣的待遇。據凱爾博介紹，德國聯

邦工業聯合會正在積極籌備於今年在中國設

立代表處，以加強兩國經濟界、企業界的密

切聯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公佈最新一期《世界經濟

展望》報告，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

增長預期分別下調 0.2和 0.1個百分

點，降至3.2%和3.5%，但同時上調

中國經濟增長預期，認為中國推出

的經濟轉型措施見成效。

IMF 預測中國經濟 2016 年和

2017年將分別增長6.5%和6.2%，比

1月份預期均調高 0.2個百分點。報

告說，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反映

了中國近期推出的穩增長措施及中

國國內穩健的消費需求。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繼續

從製造業和投資驅動轉向服務業和

消費驅動。隨著中國去產能、去庫

存的推進，工業增長將出現下降。

但隨著經濟轉向消費驅動，服務業

有望保持穩健增長，同時收入增長

保持穩定，勞動力市場保持穩健及

支援消費的結構性改革逐步推進將

保證經濟轉型平穩進行。

IMF認為，中國在經濟轉型過

程中將對全球經濟帶來積極溢出

效應，總體來看對自身及世界都

有益處。 IMF 首席經濟學家莫裏

斯 · 奧布斯特費爾德 12 日在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中國推動全球經

濟增長的途徑眾多，包括更加清

晰的政策溝通及確保經濟轉型平

穩推進等。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

來，世界經濟雖然走出了危機，但

復蘇步伐一直比較緩慢，引起了國

際社會的廣泛擔憂。《世界經濟展

望》報告認為，全球經濟增長仍在

繼續，但增速放緩且日益脆弱，這

導致全球經濟面臨更大下行風險。

報告將發達經濟體今明兩年增速預

期分別下調至 1.9%和 2%，將新興

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今明兩年增速預

期分別下調至4.1%和4.6%。報告預

計，美國今年增長2.4%，與去年持

平，2017年增速會小幅提升；今明

兩年歐元區分別增長1.5%和1.6%；

2016年日本經濟增速將維持在0.5%，

2017年隨著消費稅上調，日本經濟

預計將小幅收縮0.1個百分點。

報告說，油價長期低迷，將進

一步損害石油輸出國的前景。地緣

政治、恐怖主義、難民問題等因素

也對全球經濟造成威脅。如果放任

不管，可能對全球經濟活動產生顯

著的負面溢出效應。

IMF認為，提高經濟增速仍是

各國優先任務。採取更激進的政策

措施來提升需求和供給潛力，能同

時促進經濟在短期和長期的增長。

報告建議，發達經濟體要採取政策

組合，即採用結構性改革、持續寬

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支援“三管齊

下”的方式來確保更高、可持續的

增長。新興經濟體應著力降低宏觀

經濟和金融脆弱性，通過提高生產

率等措施來重建經濟韌性。IMF同

時呼籲各國加強政策合作，以便能

在危機出現時同時推出共同應對措

施，並加大在全球金融安全網和全

球監管方面的合作。

90後職場報告：“錢多活少”非90後生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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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炎黄堂4月9日（農曆三月初三）
舉辦拜祭軒轅黃帝典禮

第一台灣基督教會主辦松年健康講座亞裔商會培訓班結業 成果豐碩

(本報記者黃麗珊) 今年4月9日（農曆三月初三， 星期
六）是軒轅黃帝誕節生日，休士頓炎黄堂像往年一樣於4月
9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TX.77072
的休士頓黄氏宗親會黄家麟廳隆重舉辦拜祭軒轅黄帝典禮，
由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會長主持, 全體籌建炎黄堂發起
人和發起單位代表,僑界人士,全美黃氏宗親會黃明光顧問等
宗親會大老親臨參加盛典.拜祖完畢，舉行炎黄堂工作會議.

典禮開始前先由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會長致歡迎詞
，報告有關會務訊息，並預告今年即將陸續舉辦的宗親會活
動，例如9月10日將在Stafford Center舉辦炎黃文化中秋大型
綜藝晚會、還有炎黃歌舞團將到鳳凰城,洛杉磯,舊金山等進

行巡迴表演以推廣炎黃文化。
黃孔威會長強調，休士頓黃氏宗親會自從2007年開始每

一年農曆的3月3日，都會舉辦祭拜軒轅黃帝典禮，以紀念
並傳承五千年的炎黃文化。休士頓是海外第一個舉辦拜祭黃
帝典禮的地方，由休士頓的黃氏宗親會發起未來將會持續推
廣，期望未來能有更多人共襄盛舉。

典禮開始時，與會人士先向軒轅黃帝像行三鞠躬，接著
張玲聲樂家朗誦並吟唱黃帝頌，美妙聲樂中，將黃帝頌內容
詮釋盡致，大家更認識炎黃文化，在與會人士莊嚴行禮中，
結束祭拜儀式。

休士頓炎黃堂拜祭軒轅黃帝典禮於2016年4月9日上午9時30分在
休士頓黄氏宗親會黃家麟廳隆重舉辦,由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會
長主持, 全體籌建炎黄堂發起人和發起單位代表,僑界人士,全美黃氏
宗親會黃明光顧問等宗親會大老親臨參加盛典.(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休士頓第一台灣基督教會於4月9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 6875 Synott Rd. Hous-
ton,TX.77083 的該教會舉辦松年健康講座，華裔
Eva Wang營養師應邀為僑界人士主講身體循環系統
，並經由認識身體的循環系統進–步幫助調理身體
，以達健康養生。

Eva Wang營養師強調，追求健康人生可以從正
確飲食、規律生活習慣、適度運動、作有氧運動,每
天散步,保持愉快心情及注重血管通暢等幾個方面進
行，另外僑界人士應透過定期身體檢查與自我檢測
相互搭配的方式來注意身體狀況是否有所改變，以
及早發現身體異狀。

講座中Eva Wang營養師經由案例來與僑界人士
分享及交流，例如攝取均衡營養，多吃新鮮食物，
多喝礦泉水、少吃加工食品，攝取適量營養補給品
等來幫助抗氧化、改善身體體質以及增強免疫能力
等。Eva Wang營養師談到，身體的器官系統是由不
同的器官組成，器官則是由組織組成，而組織則是
由細胞組成，細胞需要營養供給，環環相扣，所以
均衡營養很重要。

與會人士踴躍提問身體保健關注議題，從中風
、乳癌、糖尿病到心肌梗塞等，問題內容廣泛深入
，Eva Wang營養師一一為僑界人士解答，幫助與會
人士獲得更多促進身體健康的有關知識。

 




























休士頓第一台灣基督教會於4月9日舉辦松年健康
講座，華裔Eva Wang營養師應邀為僑界人士主講
身體循環系統，與會人士獲益良多.(記者黄麗珊攝)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休士頓亞裔商會(ACC)和
休士頓社區學院(HCC)聯合開
設，富國銀行(Wells Fargo)贊
助的 「企業家和高級管理人員
中文培訓班」，為期三個月的
培訓課程圓滿落幕。14 日在
HESS 俱樂部舉辦結業典禮，
共有 27 位學員領取結業證書
，與培訓班項目講師共享榮耀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擔任午宴主講人， 以 「解讀
中國經濟發展與中美經濟合作
」為題，期許亞裔商會繼續提供中美
合作平台，促進商業效益。

結業典禮上，政商賓客雲集，州
眾議員吳元之、美國前總統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兒子尼爾‧布希
(Neil Bush)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等都出席同歡。
結業午宴由商會董事Linda Toy-

ota主持，亞裔商會主席趙紫鋆表示，
去年積極籌辦中文培訓班，這次12星
期課程圓滿結束，社區反響好，遠超
過自己預期，第二期詢問度超高。他

說，學員 27 位都是中小企業
家，是推動中美文化和休士頓
商業往來的重要人物，希望用
正式的畢業典禮，好好作個完
美句點。對總領館來說，該培

訓班對文化政務交流都有幫助，也是
請總領事前來發表演說的初衷。

代表畢業生致詞的經營高壓容器
企業主 Bill Zheng 表示，非常榮幸能
參加此商業項目培訓，這段時間收獲
豐富，培訓班邀請不同領域的商業老

前輩給予授課，他們有實戰經驗，也
分享做生意秘訣，他學習到 「天下無
難事，只要肯做，遇到困難不需要怕
，永遠都有解決的辦法」。他也期待
第二期課程到來。

李雄表示很榮幸擔任講師，他認
為，每一位同學都是企業佼佼者，培
訓班唯有把最好的導師邀請授課，分
享成功經驗。第一屆學員在百忙之中
抽空參與12周課程，希望能帶領風氣
，學有所長，善用所學回饋社會。

午宴主講人邀請到李強民以 「解
讀中國經濟發展與中美經濟合作」
(Read Economy of China & China-US
Economic Cooperation)為題，剖析中
國經濟發展和中美合作的優勢。李強
民推崇培訓班是長遠投資，不只提高
企業家素質，更可讓美國通過與中國
和亞洲合作，加深中美相互了解。未
來希望亞裔商會團結會員，利用自身
影響，為亞洲特別是中國建立良好的
合作平台。

亞裔商會講師與學員嘉賓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州眾議員吳元之(左)、亞裔商會主席趙紫鋆(中)致贈美
式足球禮品給主講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右)。

(記者黃相慈／攝影)

聖誕節和迎新年卡拉ok舞會
將在休士頓黃氏大樓舉行

保護憲法第二修正案和德州人擁有槍支的權利
德州州長不會屈服於奧巴馬總統的槍支控制政策

王建民重返休士頓未出賽 台灣球迷熱情不減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36歲的台灣旅美投手

王建民睽違2年8個月重返美國大聯盟，讓喜愛他的球迷
感到相當興奮。13日王建民隨堪薩斯市皇家出戰休士頓
太空人隊，雖然當天未登板，仍吸引許多台灣球迷到場
熱情加油打氣，皇家最後也以3比2，一分險勝太空人。

王建民重返大聯盟後，首度隨隊作客休士頓，許多
當地華人和台灣留學生球迷熱情在場邊為他加油，也有
球迷展現愛國情操，揮舞國旗，以行動力搖旗吶喊。

上班族Iverson與另三位朋友相約到場為王建民助陣
，對他這次復出表示相當開心。Iverson說，因為這是皇
家隊僅有一次造訪休士頓，抱著一定要親眼目睹 「建仔
」丰采的心情，下班後就直奔球場。

他笑說，在球賽開始前，一直在場邊關注王建民練
習，雖然王建民在旁邊備戰練習並未搭理，但一起大聲
呼喊 「王建民加油」感覺很好。後來也許是好運來到，
引起王建民注意，練習的球打到看台，王建民就把球丟
給他們，還親切的說聲謝謝，讓他們感到非常幸運，立
刻把照片上傳臉書，羨煞一堆朋友。他說，雖無法拿到
簽名球和看到王建民場上英姿，但還是預祝他能發展順
利。

王建民魅力無限，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黃敏境夫婦也代表德州僑胞到場為他加油，致贈充滿
德州風情的禮品，為他復出大聯盟打氣，王建民也回贈
簽名球。

王建民場邊練習，將練習球給台灣球迷。(Iverson提供)

 




























（本報訊）4月13日上午，由美中創
新聯盟、中國科技交流中心和國際技術轉
移協作網絡共同主辦，並有休斯敦技術中
心、德州醫學中心、大休斯敦合作委員會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等共同協辦的中美
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籌備會議順利召開。

即將在 5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休斯敦舉
辦的這次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將是美
國南部地區首次特別針對中國投資者和企
業家的大規模投資盛會, 大會將專注於生
物醫藥與生命科學、新能源與先進制造技
術、數字新媒體與通訊科技等三大行業板
塊的創新技術與創業企業，旨在為中國投
資者對接美國創新技術和產品、積極推動

中國與美南地區創新資源的對接與合作，
構建政府支持的中美企業創新合作平台。

大會除了主題報告、投資對話和項目
路演外，還專門設立了頗具特色的B2B對
接洽談環節。 在活動之前，大會組委會
會為有意向的中美企業進行對接，以便雙
方在大會當日能夠進行更深入的一對一交
流探討。大會第三天，參會中方企業還將
奔赴奧斯汀、達拉斯和亞特蘭大等地對領
域標杆企業或美南各大創新載體進行商務
考察。

美南已成為美國創新的重要一極，
15 個進入全球最具創新力的50強美國城
市中，6個位於美南地區，其中包括休斯

敦、達拉斯、奧斯汀和亞特蘭大。美南的
德克薩斯州經濟總量居全美第二，是美國
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多年被評為全
美最適合創業和中小企業成長地區的前三
位， 也是生命科學、信息技術和能源環
保科技等多個領域的創新基地。

美中創新聯盟主席、美國前宇航員伯
納德哈裡斯博士表示：“全世界越來越多
的投資人和創新企業把眼光從硅谷等地轉
移到了美國南部地區。我們希望通過這次
大會能讓更多的中國投資者和企業家更多
地了解休斯敦這個欣欣向榮的城市及其周
邊美南地區存在的創新資源與投資機會。
”

截至至目前，已經有包括九鼎、平安
等私募、創投巨頭在內的80多家中國企業
報名參加了本次活動。大會的30多家美國
頂級加速器、孵化器等合作伙伴也確定會

攜旗下眾多優秀創業企業參加本次大會。
關於大會信息及報名方式，敬請登錄

USChinaInnovation.org.
關於美中創新聯盟（UCIA）
美中創新聯盟（U.S. China Innova-

tion Alliance，簡稱UCIA）於2015年成立
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是一個致力於
促進中美地區資金和技術對接的非盈利組
織，專注為中國與美國，尤其是與美南地
區的先進技術資源和資金缺口建立橋梁。
美中創新聯盟的主要活動包括年度中美創
新與投資對接大會，企業路演，國際商業
計劃書大賽等，通過連接與加強地方和國
際機構的合作，帶動聯盟成員和合作伙伴
參與國際資金對接，創新交流和研究開發
，從中美互動開始，促進國際性的技術發
展和資本流動。

美南地區最大規模中國投資者盛會即將召開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報名火熱進行中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德州州
長Greg Abbott在Twitter上回應奧
巴馬總統的槍支管制政策說，他
將被在德克薩斯州強加更多的槍
支 管 制 措 施 – Abbott 州 長 說:
“有本事來取吧。”他在 Twitter
上的“有本事來取吧” 回應，已
經成為一個特殊的爆紅標誌旗並
且非常快速的在美國傳播開來。

標誌旗，也被稱為“岡薩雷斯
旗 - Gonzales Flag”，是德克薩斯
州的獨立的標誌性符號。該標誌
旗於 1835 年在德州從墨西哥獨立
戰爭期間在 德州岡薩雷斯戰場上
飛揚的旗幟。

Abbott 州長在 華盛頓郵報上
發表他的反槍支管制文章，文章
稱 - 奧巴馬計劃強加管制槍支; 總

統 週 一 將 會 見
美 國 司 法 部 長
Loretta E. Lynch
並 且 其 後 將 宣

布他對槍支管制的行政命令。奧
巴馬在每週廣播講話時作此表示
，比平時郵報提前一天公佈此公
告。文章稱，這些改革內容的其
中之一是需要一些無照槍支經銷
商獲得販賣槍支執照，進行針對
潛在購槍者的背景調查。

在當選德州州長之前，Abbott

是在德州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總檢
察長。在這個職位上，他已經起
訴美國總統奧巴馬31次，其中包
括反對總統的非法大赦行政命令
。在他贏得州長選舉的第一天之
後，Abbott 州長發誓他將簽署一
個德州人在公共領域可以被允許
帶槍的法案。

德 州 州 長 Greg Abbott 拒 絕
執行奧巴馬總統的槍支管制行
政命令的主要原因包括：在奧
巴馬最後幾個月任期內，奧巴

馬正忙於發放新的槍支控制政
策，限制美國人擁有槍支的權
利。作為熱愛自由的德州人和
美國人，我保護憲法第二修正
案，我保護德州人擁有槍支的
權利，我不會讓我們憲法第二
修正案的權利和美國憲法權利
被剝奪。因為敢於捍衛法治，
我已經成為奧巴馬政府和華盛
頓特區的槍支管制的主要戰鬥
目標！ 但是，我不會屈服於奧
巴馬總統的槍支控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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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而立、鄔逸卉、羅茜莉出席品嚐小龍蝦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舉行會員大會暨小龍蝦餐會並選理事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選出十位新理事，理事與歷屆會長們合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於4月10日下午1時至下午4時在Signa-
ture Manor雅苑舉行2016年會員大會暨小龍蝦餐會、副會長李
迎霞攜家帶眷參加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陳煥澤會長秤重，挑選最重的三隻製成標
本。獲勝的三桌還獲得特別獎勵.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陳煥澤會長說明，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
台聯會增加75位新會員。希望大家可以再接再厲，讓台聯會增
添新血，不斷壯大。

台聯會王曉明前會長表示，中華民國前總統府秘書長羅智強將於
4月 17日下午 7時到休士頓在 6833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TX.77072開展 「野台客廳會」 活動。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小龍蝦比大小，三位優勝者獲台聯會會
長陳煥澤頒獎後合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於4月10日下午3時至下午4時採用現
場投票、唱票的方式，由前會長楊國貞,駱健明監票,陳瑩唱票、
選出譚雲龍、班自詒,徐毓馨,何真,封昌明,王秀姿,盧怡然,禹道慶
,劉午初及吳曉榕等十位會員為新任理事。

鳳城海鮮酒家走過風風火火的26週年
休士頓主流媒體紛紛前往拍攝報導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鳳城招牌菜

清蒸魚

素菌蘑菇飽

脆皮豬肉拼盤

乾宮保龍蝦

各式點心
北京烤鴨

主流媒體報導鳳城招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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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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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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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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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 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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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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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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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 - 796 - 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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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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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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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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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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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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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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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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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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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移民體檢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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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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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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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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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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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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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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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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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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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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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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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 診 時 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
兒

專
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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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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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B5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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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豐銀行于2016年4月13日在恒豐銀行大
樓12層會議室召開2016年度首次記者招待會,會
議由恒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主持,副董事長張瑞
生,執行董事錢武安,孫定藩,總經理張永男,公關
部經理Jennifer Zhou 等人列席參加。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首先對恒豐銀行第一
季度營運及成長業績作了說明,截止2016年3月
31日第一季度財務及營運狀況如下:總資產額已

超過12億3佰萬元,總存款額超過10億4仟萬,總
貸款額超過9億8仟萬,資本總額超過1億5仟5
佰萬,稅前盈餘為960萬5仟元,稅後盈餘為627萬
8 仟元,資產報酬率(ROA)2.13% ,投資報酬率
(ROE) 16.6%,以上營運業績比去年同期都有明顯
增長。 同時,在今年3月10日舉行的本年度股東
大會,分發每股股利1.25 元,使所有投資股東非常
滿意。

吳董事長表示,雖然
目前總資產超過 12 億 3
佰萬,新的目標是儘快能
夠衝破15億總資產額度,
並希望這個目標越快達
到越好。 恒豐銀行經營
獲利能力的堅強,使恒豐
銀行增加資產的同時,也
保 持 著 資 產 品 質 優 良.
OCC對於恒豐銀行第一
季度的優良表現,給于高
度的肯定和贊許。

目前,油價持續低迷,
大家都在擔憂的是全球
經濟的動盪。 經過2008
年次貸危機所造成的全
球金融危機風暴,OCC建
議所有銀行都能夠吸取
以前的教訓,在這次風暴

來臨之前能提早地做好防範措施。 恒
豐銀行在未來時間,將認真審慎現有貸
款專案,並嚴格控管新貸款業務,以做好
應對一切可能發生的大環境動盪所帶
來的市場變數,以期在大環境變化的情
況下,始終保持穩步發展,持續增長的趨
勢。
在會議中,吳董事長宣佈：恒豐銀行除
總行外,在休士頓擁有4家分行,達拉斯
擁有7家分行,內華達州擁有3家分行。
2016年度恒豐銀行將繼續開疆拓土,目
前，南加州地區的 loan production of-
fice 已于3月份開始運營,三名業界資深
專業人員已加入到恒豐銀行的業務團
隊，預計本年度開設 2 家分行,分行地
址已選好,正在等待OCC批准。新市場
的經營, 吳董事長表示了充分的信心,
且以設計好經營步伐及描繪好宏偉藍
圖。
恒豐銀行成立于1998年5月18日,從臨
時組合屋,38 位員工的開始,經過 18 年
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目前已成長為步入
大型銀行的標準,員工超過200人,總分
行超過15家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
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
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
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

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
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恒豐銀行第一季業績優異
開疆拓土,輝煌2016

（ 本報記者秦鴻鈞） 2016 佛光山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系
列講座，本周日（4 月17 日） 上午十一時半至中午十二時，將由吳
錦祥博士主講 「退休後自我簡樸生活的體驗」。歡迎大家共同來分
享吳博士的現身說法。

您想知道如何在這個錯綜複雜的世界裡過一個簡單而不偏頗的
生活嗎? 如何隨遇而安,讓運氣來提高您的勝算? 如何能夠在財務上獨
立?吳錦祥博士將蒞臨 中 美 寺 與您分享他個人豐富的歷練和睿智。

吳博士出生於二次世界大戰間,成長於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他畢業
於國立台灣大學, 留學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曾服務於石油公司長達三
十幾年,退休後的生活充滿了打高爾夫球樂趣和學習。

活動時間:11:30am-12:00pm
地址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活動地點:佛光山中美寺 TEL:(281)495-3100

佛光山中美寺 「 未來與希望」 系列講座本周日舉行
吳錦祥博士主講 「 退休後自我簡樸生活的體驗」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    http://www.houstonbuddhism.org

  
 “The Experience of Simple Life After Retirement     

by Dr. Jin Xia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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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you like to know how to live a simple life in this complex world? How to play the ball as it lies?  How 
to position yourself to improve the odds—give luck a chance? How to have your financial independence? Dr. Ching 
H. Wu will share his experience and wisdom with you. Dr. Wu was born in China during War World II and grew up 
in a very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He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his Ph. D. 
from Texas Tech University. He retired from ExxonMobil after 30 years services and his retirement life is full of 
fun from playing golf and learning.  

11 30am-12 00pm
TEL (281)495-3100

吳錦祥博士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將於4月16日
星期六 在台灣人活動中心內所舉辦的Taiwan Yes 園遊會內提
供免費的身體健康檢查 ,項目包含身體質量指數測量, 腰圍測
量,及血壓測量 .時間早上10: 30到下午3:00. 希望民眾攜家帶
眷參加.

同時5月28日開始瑜珈課正式開課由林老師指導, 有星期
三及星期四兩班次, 從早上10:30 到中午12:00. 提供民眾8星

期的免費課程. 每班限定10個名額.
有興趣名眾請盡早撥打中文報名專線: 713-486-5902

(Ivy 翁珮珊).
上課地點: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

10623 Bellaire Blvd. Suite C280 Houston TX. 77072
(位於百利大道金山飯店同一商場內)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
將在台灣人活動中心內所舉辦的

Taiwan Yes 園遊會內提供免費的身體健康檢查

華夏中文學校 閱讀寫作班 黃繹思 指導老
師：徐敏

去年春天，我參加了第五屆“華夏杯”中
華文化知識競賽，榮獲了中年級組二等獎的好
成績。每當我看到一年前站在領獎台上，捧著
獎杯的照片時，比賽時的情景就歷歷在目。

記得那一天，爸爸媽媽還有小妹妹陪著我
早早就來到學校。在等待進考場的時刻，我的
腦袋裡一會兒好像一片空白，一會兒好像又塞
得滿滿的。心裡一遍又一遍地默念著那些密密
麻麻的字詞句子，它們就像一個個花蝴蝶在我
的眼前飛來飛去，抓也抓不著，拉著媽媽的手
心裡全是汗。媽媽看到我很緊張的樣子，就摟
著我說：“思思啊，我們不緊張，你不是已經

復習得很好了嗎？媽媽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再
說，得不得獎也沒關系，只要我們努力了就好
了!”得到媽媽的鼓勵和安慰，我的心慢慢地平
靜下來。其實，在我的心裡就是想得獎，而且
想得一等獎。徐老師說我是個很執著的女孩，
想做的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她的話真的說到
我心坎裡去了。是的，在准備“華夏杯”比賽
的日子裡，課堂上，我認真聽馬老師輔導，做
題、背題；在家裡，我一有時間就念啊、寫啊
。一天又一天，我暗暗告訴自己：一定要得獎
！
“ 請參加華夏杯的孩子進來！”一個老師打
開門對大家說。“呵！終於要開始了”我整理
好心情，胸有成竹地走進教室。

教室裡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說話，等待
老師發卷子。我看看周圍的人都很緊張的樣子
，連老師也是那麼嚴肅，我的心一下子又撲通
撲通地跳起來。

卷子發下來了，我總算可以平靜下來答題
了。

在第一部分詞語聽寫中，我幾乎都能寫下
來。哪怕有個別字一時想不起來，只要稍微想
一想，還沒等老師念第二個詞語，我馬上就能
想起來並急速地寫下來。還有的字我一點兒也
記不住了，但是等念到下一個字的時候，我又
能想起來。

後來我問過媽媽，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媽媽說：“其實那些字已經儲存在你的腦子裡
，一經碰撞，就會馬上反應出來。”“哦！原
來，我在詞語的倉庫裡不停地搬東西呢，還越
搬越多。”我得意地這麼想。

是非判斷題和選擇題，這兩部分題基本都
是靠死記硬背。當然，如果能理解每道題的意
思，背起來就容易多了。在這裡要感謝我的爸

爸，他一直幫我理解題
意，給我解釋題目出處
。 在他的精心輔導下，
我用自己領會的方式去
選擇，正確答案達到了
百分之80以上。謝謝我
親愛的爸爸！

接下來是答題。問
題 要 求 不 但 要 選 擇
ABCD，而且還要寫詞
組和句子來回答問題。
這個類型的題如果平時
練習得少，做起來是比
較困難的。幸虧我們的
馬老師經常會根據課文
內容訓練輔導我們，我
做起來就比較輕松了。
謝謝馬老師！

最後一道題是看圖
片寫話。這個圖片說的
是，一個男孩吃完香蕉
後，把香蕉皮仍在馬路
上了。這時 正好有個小
弟弟路過這裡，踩在香
蕉皮上滑倒了。一個大
姐姐連忙走過來扶起小
弟弟，關心地問他“你還好嗎？”。那個仍香
蕉皮的男孩看到後，就跑過來道歉說：“對不
起！”撿起香蕉皮丟進垃圾箱裡了。這個圖片
比較簡單，一看就明白。我能把意思下來，可
惜香蕉的“焦”字一時寫不出來，就寫了“水
果”。我知道這樣寫是不對的，但沒有辦法。
我很懊惱！

走出教室，爸爸媽媽和小妹妹已經在那裡

等我。我做了一個深呼吸，歡快地對他們說：
“感覺不錯，一等獎如果拿不到，二等獎我想
會有的！”爸爸媽媽豎起大拇指直誇我:“我們
就知道，我們家的思思就是最棒的！走，吃飯
去，犒勞犒勞你！”妹妹也學著爸媽的口氣：
“走，吃飯去！”

比賽結果公布時，我果然獲得了二等獎!

我參加“華夏杯”中華文化知識競賽

 

 Be Screened and Be Seen  
with UT Physicians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 –Southwest  

我們關心您的健康 , 讓我們為您服務 

We care about your health. We are here to serve you  

 

                           

 
 

      請往活動中心內走  Please Walk In   
             免費 ( No Cost) 
身體質量指數測量 (BMI) 

腰圍測量 ( Waist Circumference)  
血壓測量  ( Blood Pressure )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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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僑社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

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E-mail:gliu@ccim.net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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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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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 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華人自營
(華﹑台﹑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本報華府訊】“華府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即將於5月8日舉辦“慶祝2016 母親節聯歡大會”. 本年度的歡慶
母親節活動, 本會將亦如慣例的邀請大華府地區各知名社團, 著名表演藝術團體和表演藝術家們為來賓奉獻精
湛的表演節目. 由於場地所限, 無法像過去可以歡迎超過四,五百位以上的來賓, 特別在此向大家致歉. 同時由於
現場有限制飲食之規定, 本會特為每位來賓提供精美食盒和飲料, 將於節目結束後分發贈送. 本會還特備精美
禮物奉贈給在場的九十歲以上的婆婆,奶奶.
以下是本次慶祝活動的相關訊息:
所有來賓, 全部免費!
時間: 2016年5月8日(星期日), 2:00PM – 4:00PM
地點: Beall Elementary School, 451 Beall Ave., Rockville, MD 20850
報名: 歡迎即時報名, 至額滿為止.
請提供中文大名和參加人數(成人和十歲以上), 6 – 10歲兒童.
本會將依照提供之名單, 贈送食品和飲料.
諮詢請洽:
聯絡人: 邱文盈 (240)813-5566, gracechiou2668@gmail.com

高彩華 (301)916-5991, gracegao46@yahoo.com
儲為礪 (240)274-5272, dennis1koubek@comcast.net

深情厚意頌母恩, 歡歌載舞獻母愛

“華府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5月8日舉辦“慶祝2016 母親節聯歡大會”

【本報華府訊】大華府針灸學會(AAMW)2016春季繼續教育學術活動 定於4
月 27 日週三一上午八 時 15 分至下午五時於本會會議廳 917 Veirs Mill
Road, Rockville, MD 20851（Rt586與Rt28 交叉東-南側）舉行。會議將有豐
富內容。我會資深會員行醫六十餘年原上海第五人民醫院，徐匯區中心醫院
主任醫師葛曉川醫師講中國近期針灸研究進展。秦伯令博士講中醫減肥的
實驗研究與臨床。秦醫師在日本研究中醫藥多年成果甚豐，目前在美國廣為
應用的桂皮粉治糖尿病就是秦醫師研究的成果。趙韋醫師講針灸治療時，血
原性傳染病的預防。廣州中醫藥附屬第三醫院針灸科主任符志強醫師講針
灸在美國的發展及展望。四位講演者均有頂級的高學歷與豐富臨床經驗。故
講座內容極為豐富並緊密結合臨床實踐。講座共計8個NCCAOM學分。歡
迎同道們參加我會活動。每人收費30元。聯繫電話202-380-6619 方能御醫
師，301-738-8284葛曉川醫師。請諸同道好友邦助轉告，為謝。計畫來會者請
發您的英文名和執照號給方醫師neng.fang@dc.gov，以便印製學分。

4/23大華府針灸學會(AAMW)2016
春季繼續教育學術活動

【本報華府訊】611年前，明朝鄭和開啟七次率領船隊浩
浩蕩蕩駛入大海，歷時28年，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
模的海上探索與交流之先河。鄭和下西洋，從不輕易使用
武力，亦未蓄意侵略他國領土、霸佔殖民地；所經之地，均
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鄰邦，以德服人，宣揚中華文化，展
現的是和平海權，而非武力霸權。鄭和(1371~1433年)本
姓馬，名和，字三寶，出生在雲南省昆陽州人(今晉寧縣寶
山鄉和代村)，一個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其父
與祖父都曾到伊斯蘭教的聖地麥加朝覲。

六百年來，滄海桑田，斗轉星移，中國的外交，開閉戰
和，榮辱浮沈，鄭和的光榮偉業如何影響中國的外交政
策？鄭和的身世如何應用到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錯綜關
係？鄭和的外交精神如何協助中國繼續崛起茁壯？美洲鄭
和學會將於4月23日中午假新陶芳大飯店，特地邀請到
馬海雲教授主講「鄭和與中國的外交政策」，講座精彩可
期，歡迎會友同好、舊雨新知共襄盛會！
時間：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11:30–15:00
地點：新陶芳大飯店(馬卅洛城)
12015-G Rockville Pike, at Randolph Road, Rockville,

MD (電話：301-468-5858)

餐費：每人20元
有興趣者如「美洲鄭和學會」學術演講者，請於4月

20 日（星 期 三）前 向 酈 民 興 (301.340.1807)、email:?
m2lih@yahoo.com、或金慶松報名 email:?chin8673@ya-
hoo.com。座位有限、餐飲預訂，務請事先報名！

講者簡歷：馬海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本科，
人類學碩士，2007年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歷史學博士；目前是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助
理教 授，專研與教學於中國歷史、中國的伊斯蘭教和穆
斯林、中國與中東的關係、中國與中 亞的關係，著作有
「New Muslim Teachings and New Manchu Territories:?
Religion, Regions, and Ethnicit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Qing Gansu, 1700-1800.」通曉 維吾爾語、阿拉伯語及日
文。2015 年年初與友人一同成立「鄭和國際和平基金
會」，目前正在籌辦六月4~6日於杜拜舉行的「2016鄭和
國際和平會議」（2016 Zhenghe International Peace Con-
ference），會議主題是「中國與印度洋：發現與分享共同
的 文化底蘊」（China and the Indian Ocean: Discovering
and Sharing Mutual cultural heritage）

「美洲鄭和學會(ZHSA)」學術演講 馬海雲教授4/23主講

廣告 B7星期五 2016年4月15日 Friday, April. 15, 2016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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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英文頻道


	B-1
	B-2
	B-3
	B-4
	B-5
	B-6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