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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剪影

美南全新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開播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網全新政論性節目「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於5月19 日首集現場直播﹐節目陣容堅強﹐由休士頓名嘴兼主持人
常中政(中)﹑馬健(左)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教授李堅強(右)聯手主持﹒內
容涵蓋社區﹑兩岸﹑國際時事重大議題探討﹐由三人針對不同的時事觀點和
立場切入﹐激盪不同的討論火花﹐給予觀眾全新政論感官﹒首集探討三大
議題「蔡英文520就職」﹑「川普將獲共和黨提名」﹑「糖城市長決選選情緊
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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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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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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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季清凉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6月至7月出发 经济舱$1245含税起, 
8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41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5月30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www.air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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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源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免費結緣品： 佛書、善書、CD、VCD、MP3 、DVD、唸佛機
開 放 時 間： 週一公休

週二至週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
週日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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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121 Westglen Dr.
Houston, TX 77063

敬請常念

歡迎參與 念 佛 共 修 活 動
南無阿彌陀佛

休士頓淨宗學會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
www.amtb.org.tw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Houston

電話：Tel:713-339-1864
Fax:713-339-2242

59

(O)Tel/Fax:713-776-2771﹑(C):832-922-2497

休城恩惠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

小會書記 張榮森 長老

625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X 77036(頂好﹑王朝後面)

歡迎移民﹑探親﹑留學﹑觀光的鄉親一起來敬拜

E-mail GTPCHGRACECHURCH@GMAIL.COM

耶蘇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來就近我﹗我要給你安息

主日禮拜10:00AM 星期四晚上8時查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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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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彌陀佛
www.amtb-aus.org

淨空法師每晚七點至九點
講大經解 歡迎點播

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教友聯絡:
Lawrence Hsu 徐冠中
713-822-8985 (C)
281-564-1832 (H)

徐卓越神父
281-575-8855

週末彌撒:
Sat. 5:30p.m. 英文
Sun 9:00a.m. 英文

11:00a.m. 中文

歡迎您來聽福音，一同敬拜事奉神

仁愛華人浸信會
TALLOWOO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牧師：李秋霖 REV. JASON LEE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
主日學 ：上午九時卅分
禱告會及青少年聚會：

禮拜五下午七時卅分
英語教學：

禮拜三早上九時卅分
地址：555 Tallowood Drive Houston, Texas 77024
電話：(713)468-8241 (281)579-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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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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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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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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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由於油價帶來的持續低迷，
讓不少能源公司希望通過公司合
併來削減成本，為客戶提供更多
服務。石油服務公司隨著行業不
景氣已經裁員了數万個工作，休
斯頓的 FMC 去年已經裁員 2000
名員工，並且裁員還在加劇。

同時，過去20年，能源業重
組兼併的案例層出不窮，其中重
大的交易包括 1998 年 Exxon 和
Mobil 合 併 ； 2000 年 Chevron
Corp 購買 Texaco；2005年 Con-

ocoPhillips 購 買 Burlington Re-
sources Inc； 2012 年 中 海 油
(CNOOC) 購買Nexen Energy；

而近期，休斯頓能源公司
FMC Technologies 和法國巴黎的
一家工程建築公司 Technip 本週
四已經就合併事項達成協議，兩
家 公 司 合 併 後 成 立 新 的 公 司
TechnipFMC。

這也是近期能源行業最大的
一筆合併案，兩家公司高層都對
此次合併態度樂觀，認為此舉將

有效提高產值效率，這起合併案
有望2017年初全部完成。

FMC計劃今年夏季末將其休
斯頓的工作地點在遷入位於市區
東北部的新辦公區，有1500名員
工將遷入新址。截至到四月份，
該公司休斯頓當地有3200名員工
，全球員工總數為16400人。

而位於休斯頓10號路能源走
廊上的 Technip 公司，休斯都工
作人員有2200人。

石油行業兼併重組案件不斷
能源公司Technologies和Technip達成合併協議

聯邦政
府在最近的
一次全面的
跟踪抓捕中
，查獲一個
16人的國際
犯罪團體，
其中的一名
成員是休斯
頓大學Vic-
toria 分校的
助理教授。
此案涉及超
過 9.5 噸 的
合成大麻毒
品，金額為
3500 萬美元
。

涉案的
這位休斯頓
大學 Victo-
ria分校的助理教授Omar Maher Alnasser, 今年36歲
，為財經專業博士，他被指控夥同犯罪、洗錢，協
助非法轉錢等罪名。

此案查獲的這種合成大麻毒品，過量吸食可讓

人死亡，根據休斯頓Ben Taub醫院的報告稱，該
醫院急診室每天都能接到因過量吸食這種毒品的人
，並導致多人的死亡，對青少年有極大的危害。

目前，已經有12人因此案被逮捕，兩人已被
指控認罪，另有兩人在逃。

聯邦政府抓獲16人販毒集團
休斯頓大學分校一教授涉案

人口普查局17日發布亞
太裔各項數據顯示，亞裔總
人口已達到2030萬，其中華
裔美國人（包括台灣出生）
最多，約 450 萬人。不過以
亞裔家庭收入中位數的 7 萬
2689元為基準，華裔家庭收
入中位數隻有 6 萬 9586 元，
低於印度裔的10萬1591元家
庭收入中位數。

亞太裔已成為美國人口
增長最快的族裔，其增速達
到美國總人口增速的4倍。5
月正值亞太裔傳統月，聯邦
人口普查局星期二發佈了亞
太裔各項數據顯示，截止
2014年，全美亞太裔總人口
已達到2030萬，其中華裔美
國人（不包括中國台灣）的
人數最多，約450萬人。

星期二公佈的數據是基
於2014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
數據顯示，光是在加州，亞
裔人口就達 630 萬，紐約的
亞裔人口為 180 萬，排在第

二位，而在夏威夷，亞裔人
口則佔總人口的56.1%。

在所有亞裔人口中，華
裔（不包括來自中國台灣的
華裔）的人口數量最多，達
450 萬，印度裔人口數量排
在第二，為 380 萬，接下來
分別為菲律賓裔（380 萬）
、越南裔（200 萬）、韓裔
（180萬）以及日裔（140萬
）。

在收入方面，亞裔家庭
收入中位數為 7 萬 2689 元，
其中華裔家庭收入中位數為
6 萬 9586 元，低於印度裔的
10萬1591元家庭收入中位數
，而孟加拉裔的家庭收入則
為4萬4512元。

該數據還顯示，亞裔的
貧困率為 12.5%，此外，有
10.2%的亞裔人口沒有健康保
險。

在商業方面，在2012年
，全美由亞裔所有的公司數
量達到了 190 萬，而在 2007

年，這一數字才為150萬。
在教育程度方面亞裔表

現尤為突出：50.6%的 25 歲
以上（包括25歲）的亞裔擁
有大學本科學歷，21.2%的
25歲以上（包括25歲）的亞
裔擁有研究生學歷。從全美
範圍來看， 25歲以上（包括
25歲）擁有大學本科或更高
的學歷的人口為 30.1%，擁
有研究生學位的只有 11.4%
。

在就業方面，49.5%16
歲以上的亞裔在管理、商業
、科學以及藝術等行業工作
。20.7%的亞裔在銷售和行政
管理等行業工作。17.2%的亞
裔在服務行業工作。

數據還顯示，在2012年
，約有47.9%的亞裔（430萬
人）參加了投票，這一數字
比 2008 年高出了 70 萬 4000
人，此外，在2014年參軍的
亞裔人口約為2.5%。

亞太裔人口華人最多印度裔薪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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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Ma, chairman of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and chairman                                                                 
of the Alibaba Group. [Photo/chinadaily.com.cn]

Jack Ma, the billionaire chairman and 
founder of China's e-commerce conglomerate 
Alibaba Group, paid a secret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on Tuesday,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e newspaper said reporters had spotted 
Ma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with 
several aides and at least two security guards.

Ma declined to comment other than to simply 
say his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as "very good".

A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confirmed 
that Obama had lunch with Ma but offered 
no other details of their meeting. The lunch 
meeting was not listed on the US president's 
public schedule.

Tsai Ing-wen,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on the presidency with 56.1% of the vote.

Jack Ma Holds “Secret Meeting” With Obama At White House

Voters Lined Up To Vote At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wan

Taipei (CNN) Taiwan has elected it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in a landmark election that 
could unsettle relations with Beijing.

Tsai Ing-wen,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on 
the presidency with 56.1% of the vote, the 
official Central News Agency said, after eight 
years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China 
Kuomintang (KMT) or Nationalist Party.

Eric Chu, the Nationalist Party candidate in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nceded defeat 
late Saturday and congratulated rival Tsai Ing-
wen on her victory, the agency added.

Her supporters filled streets, waving 
party banners and cheering to victory 
announcements made from a stage.

Democratic Progresive Party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sai Ing-wen casts her ballot.

The election also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e KMT has lost control of the island's 
legislature. The DPP took 68 of the 113 
seats in Taiwan's parliament compared to the 
KMT's 35.

At a post-election news conference, Tsai 
underscored Taiwan's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calling it a value "deeply 
engrained in the Taiwanese people."

"Our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s forever the 
resolve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she 
said.

But later in her speech, she also 
acknowledged the tenuous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saying both sid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do their utmost to find 
mutually acceptable ways to interact ... and 
ensure no provocation and no surprises."

Related

'Grave Challenges'

An editorial carried on China's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there was "no 
denying that the DPP's return rule poses 
grave challenges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newspaper cited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osh Earnest as saying Obama 
and Ma have shared a stage in Malaysia last 
November during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Summit, where the US president interviewed 
Ma, then China's second-richest man, in front 
of a crowd of business executives.

Ma overtook China's property giant Dalian 
Wanda's Wang Jianlin to become Asia's richest 
man in April after his company's affiliate Ant 
Financial raised a new financing round of 
$4.5billion.

That added $4.3 billion to Ma's fortune, 
bumping his wealth to $33.3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Related

President Obama and Ma met privately 
Tuesday, and the press only found out after 
seeing Ma leave the building afterward. The 
White House has had to defend the meeting 

ever since.

Ma's company, Alibaba, makes him a pretty 
controversial figure. Alibaba is China's largest 
e-commerce company but has been accused 
of not doing enough to stop counterfeiters that 
use the site to sell their goods. Alibaba was 
also basically booted out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 after companies 
quit in protest of its inclusion.

The White House promises nothing untoward 
is going on. The president and Ma appeared 
onstage a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eeting last year, and the 
president told Ma to stop by the White House 
if he were ever in town.

Though no details of what the men talked 
about have been revealed yet, the White 
House says they have "a number of common 
interest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bama's press secretary also pointed to Ma's 
name on the White House visitor's log as proof 
there isn't anything shady going on.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

And a statement from China's Taiwan Affairs 
Office quoted by Xinhua said it resolutely 
opposed "any form of secessionist activities 
seeking 'Taiwan independence.'"

Tsai's DPP has traditionally leaned in favor 
of independence for the island from mainland 
China.

That could anger Beijing, which views Taiwa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territory that is to 
be taken by force if necessary. Beijing has 
missiles pointed at the island.

"I voted for DPP, because it's very critical 
time for the Taiwan people. We have our own 
democracy systems, we will not be influenced 
by China," said Tsai Cheng-an, a 55-year-old 
Taipei professor. (Courtesy http://www.cnn.
co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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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李蔚華先生榮獲美國總統義工服務獎及
美國國會頒發「慶祝二戰勝利七十周年世界多族裔大會」暨

大休斯頓高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揭幕儀式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前來休士頓參加「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 的代表們參觀

本報印刷廠﹐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右一）正為他們作

介紹說明﹒

前來休士頓參加「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 」 的代表們參

觀美南電視攝影棚﹒（左二）為本報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

出席頒獎大會的貴賓雲集（右起）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

生﹐Stephen Le Sr. ﹐著名建築師李兆瓊﹐休巿市長泰勒﹐日本

社區領袖 Glen Gondo,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右起）著名建築師李兆瓊﹐美國國會議員席拉• 傑克森

• 李的代表羅玲女士﹐休市市長泰勒在大會上﹒

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一）與貴賓中國駐休士頓總

領事李強民大使（中）等人在大會上﹒ 休市市長泰勒抵達現場﹐受到李蔚華先生（左二）等人的熱

烈歡迎﹒

李蔚華先生（右一）得獎後 在大會上致詞﹒

休市市長泰勒（中）在儀式上宣讀李蔚華先生（右一）總統

獎內容﹒（左二）為國會議員Al Green﹒

美南國際電視網全新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
首集昨天現場直播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網自製自播﹐全新政論性節目「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於5月19 日首集現場直播﹐節目由休士頓名嘴兼主持人常中政﹑

馬健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教授李堅強聯手主持﹒節目陣容堅強﹐內容涵蓋

社區﹑兩岸﹑國際時事重大議題探討﹐由三人針對不同的時事觀點和立場切入﹐

激盪不同的討論火花﹐給予觀眾全新政論感官﹒首集探討三大議題「蔡英文

520就職」﹑「川普將獲共和黨提名」﹑「糖城市長決選選情緊繃」﹒當集節目於周

四晚間7點半至8點半直播﹐周五下午1點半至2點半重播﹐未來節目將於當月

定期現場直播﹐請關註本版與電視節目預告﹒

主持人李堅強 現場主持花絮

主持人馬健 主持人常中政

B13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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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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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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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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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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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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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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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鍾正芳James Chuong, M.D.
美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美國內分泌及不孕症專科醫師

休士頓: 7500 Beechnut St., Suite 308, Houston
糖 城: 16651 Southwest Fwy, #200, Sugar Land
電 話: 713-771-9771 www.cooperinstitutearm.com

徵捐卵婦女(酬謝$5,000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美國內科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介入性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唐衍賢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心臟專科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Sherman Y. Tang, M.D., F.A.C.C.
心導管﹑血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安裝權威

心臟及全身血管阻塞（包括冠狀
動脈﹑頸動脈﹑腎動脈及腳部動
脈）高血壓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主
治

3527 Town Center Blvd.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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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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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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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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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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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眼鏡專櫃，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59 & BEECHNUT ST.)

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optical
4675 HWay6 S.#B TX.77478
(281)277-6100
(HWay6 & Dulles AV.)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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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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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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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醫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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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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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豐銀行 18 週年慶
              精心耕耘 , 碩果累累

2016 年 , 恒豐銀行成立十八週年 , 繼成功
舉辦了高爾夫球賽後 ,2016 年 5 月 14 日 ( 星期六 )
下 午 5:30, 在 位 於 Wertheimer 路 的 Churrasca 
Brazilian Steak House 舉辦了 18 週年慶慶典晚
宴。 

銀行董事會成員 , 特別賓客 , 包括達拉斯 ,
拉斯維加斯 , 以及 LA 在內的銀行員工 , 警衛 ,
近 250 人參加了晚宴。 晚宴以紅酒品嘗的歡樂
時光拉開序幕 , 整個晚宴 , 賓客盡情歡飲 , 品嘗
美味 , 銀行準備的現金抽獎活動 , 將整個晚宴推
向高潮 , 最後 888.88 特別大獎由內華達州新進
員工 Heather Holman 幸運抽中 , 整個晚宴充滿
歡樂喜慶的氣氛。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Wilcrest St. 與
Briar Forest Dr. 交口上的「 黃柏鈞家庭植牙和
美容牙科 」 現新增華人經理塗筠妘（Vanessa 
Tu ) 專門為來求診的華人服務，華人來此看診，
應無任何語言問題。

黃柏鈞牙醫博士是來自台灣的小留學生，
14 歲時來美，在 NASA 長大，高中唸明湖高中。
大學唸 UT（ 德州大學），後回來休士頓唸牙
醫，是美國牙醫協會認可的家庭專科院士。他
又是日本九州齒科大學博士候選人及研修生，
每年四月都要去日本與鱒見進一教授交流，並
與台灣的一個團隊朋友，每年各交一篇實驗論
文。他這種「在職教育博士」對他影響頗大，
使他永遠與尖端醫學為伍，任何疑難雜症都難
不倒他。

2005 年畢業的他，在牙醫界已有 11 年歷
史了，經驗豐富。他記得剛畢業時，他在薛志
剛醫師的「時代牙醫中心」實習，至今仍感謝
薛醫師的提攜，他從薛醫生那兒學到不少的東
西。他至今最擅長的還是「美容牙科」，隱形
矯正，種牙（植牙） 等方面。他最擅長以「烤
瓷牙冠」將您的貝齒煥然一新。尤其很多來自
大陸的移民，他們過去常吃四環素（ 一種＂抗
生素＂），變成紫色牙，怎麼洗都洗不掉，黃
柏鈞醫師以他的「烤瓷牙冠」，讓您的貝齒立

 恒豐銀行的掌舵人吳文龍董事長在晚宴的
致詞中表示 : 恒豐銀行自 1998 年建行以來 , 從
草創時的組合屋 , 到現在享譽中國城地標的 12
層恒豐銀行大樓 , 總資產從原有的 1 千 5 佰萬
到目前總產超過 12 億 2 仟 2 佰萬 , 總分行 15 家 ,
在休士頓 , 達拉斯 , 內華達州皆有營業點 , 員工
從只有 38 人到現在超過 200 人的專業團隊 , 更
可喜的是 2016 年 , 恒豐銀行的業務將擴展到加
州的市場 , 回顧過去 18 年的風風雨雨 , 今天的
成績是所有董事會成員以及員工的辛勤努力的
結果。 

吳董事長在致詞中感謝所有員工多年來的
敬業精神 , 感謝長期以來社區民眾對於恒豐銀

行的信任與支持。 展望未來 , 吳董事長表示 ,
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 , 恒豐銀行將始終
堅持「誠信為本 , 專精為責」的企業精神 , 秉持
以心服務 , 服務致心的原則 , 在不斷加強內部機
制管理的同時 , 提供更專業周到 , 更優質便捷
的服務給廣大民眾 , 也將一如既往的支持社區
一切有意義的活動 , 為亞裔社區的建設作貢獻 ,
已盡社區銀行應盡之社會責任。同時，吳董事
長殷切希望全體員工精誠合作，以期銀行達成
總資產 20 億的目標 , 使銀行邁向更高領域的經
營。

即脫胎換骨，美麗非凡。黃醫師的「隱形矯正」
牙齒也是一絕，（雖然他診所內還有一位他的
老美同學 Anne Combert 專作一般的「鋼絲矯
正」），但他的「隱形矯正」仍受到各年齡層
愛美人士的歡迎。

除了他最擅長的「美容牙科」，黃醫生還
做了很多「植牙手術」（ 種牙），智齒拔除，
根管治療，美容貼片，治動假牙，以及隱適美
隱形牙齒矯正。他除了是美國牙醫協會認可家
庭專科院士，日本九州齒科大學博士候選人及
研修生外，他還是「國際種植牙協會」研究員，
及 Dr.OWOC 植牙教學團隊教育講師。

黃醫師平常治牙，很注重病人的反應，如
有些老美的病人，一到了醫院，就會全身發抖，
這種「牙科恐懼症」在美國十分普遍。為了改
變病人對牙科的認知，減輕牙科恐懼，他採用
了笑氣麻醉，這是非常有效的用來減輕焦慮的
方法之一，經由鼻罩吸入後，會產生放鬆感受，
同時還可保持清醒，可以同醫生保持溝通。當
治療結束後，100% 的氧氣會讓你快速恢復，
不會影響開車和工作。個性十分開朗，樂觀的
黃醫生常與牙醫同業交往，交流。如香港大學
臨床教授 David Guo, 以及 Dr.OWOC 教學團隊
的 Dr.Kevin J.OWOC------ 等人。如去年（2015 
年），他與他們共赴中國山東省作國際學術交

流，與山東泰安巿口腔協會會長，楊紅良口腔
診所負責人楊紅良； 山東淄博的盛德仁口腔，
山東省政協宋明文，以及山東臨沂的「儒雅口
腔」的厲大夫 ----- 等診所作學術交流，幫他
們回答，解決了很多問題。出生在台灣，從未
去過中國山東的黃醫生也對山東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尤其對山東臨沂的氣候讚不絕口，他說

臨沂的氣候很像美國的加州，還有山東的
大棗，那種香脆的口感，至今仍很難忘懷。在
休士頓的牙醫界，黃柏鈞醫生是獨特的，很少
有人像他有美國，日本，中國的學習，交流經
驗，出生在台灣，使他成為少數的通英語，國
語，台語們年輕醫師，與所有的病人交流暢通，
沒有任何障礙。黃柏鈞醫生的成功，很大一部
份原因，是他有一位美麗，大方，能幹又體貼
的賢內助涂筠妘女士，將診所內外打理的井井
有條，讓病人有「賓至如歸」的溫暖之感，還
要抽空照應他們的女兒。黃柏鈞醫生的「家庭
植牙和美容牙科」，是您只要去過，即不捨得
離開的地方，難怪該診所天天門庭若市，候診
室坐滿了求診的病人。

該 診 所 的 地 址 在： 1988 Wilcrest St. 
Suite #G, Houston TX 77042，電話：（713）
784-4430， 中 文 專 綫：（832）613-8426，
傳真：（713）784-0101

黃柏鈞牙醫博士專精家庭植牙和美容牙科
現新增華人經理涂筠妘女士，以華語服務華人

圖為「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 左四） 
率全體董事在十八週年慶儀式上共切蛋糕
祝賀。（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在該行
十八週年慶儀式上致詞。（ 記者秦鴻鈞
攝 ）

圖為黃柏鈞牙醫博士診所華人經理塗筠妘
（Vanessa Tu ) 女士。

喪訊
（休士頓/ 秦鴻鈞） 「德州李氏公所 」 及 「德州李氏聯邦信用

會 」 會長李添美先生（Timothy Lee ) 慟於五月十五日去世，距其生年
1952 年11 月17 日，享年63 歲。其喪禮將於 5 月 21 日 （ 星期六 ）
上午十一時，在 Grand Chapel of Brookside Funeral Home (13747 Eastex
Frwy, Houston TX. 77039 )舉行。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國際領袖基金會頒獎
儀式於五月十四日，星期六晚上，從 6:30 到 9:
00 點在姚餐廳盛大舉行，由國際領袖基金會創
辦人，聯邦運輸部助理副部長傑龍 (Joel Szabat)
任晚宴演講人。 Joel Szabat 和他的妻子，國際
領袖基金會執行長，董繼玲，專程於五月十四
日到休士頓為頒發 Obama總統獎給休士頓美南
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和石山地產公司的柏尼
．旭陽 (Ceyan Birney) ， 以表彰他們多年來對
社區的貢獻與服務。柏尼．旭陽是石山地產負
責人柏尼麗香和夫婿詹姆士 ． 柏尼的兒子。大
律師賴清陽用流利的英語和中文主持晚宴會議
， 出席晚宴的貴賓包括有州議員Gene Wu，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
夫婦和副處長齊永強夫婦，美
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夫婦
，僑務委員黎淑瑛和許多社區
領袖。
貴賓州議員 Gene Wu 首先為

頒獎儀式致賀詞，並頒獎給予
石山地產負責人柏尼麗香。之
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黃敏境也致賀詞，並希望國際
領袖基金會能在未來幫助和培
養更多的青年領袖。然後，董
繼玲執行長頒 Obama 總統義
工 服務獎給李蔚華董事長和
柏尼．旭陽 (Ceyan Birney) ，
以表彰他們多年來對社區的傑
出經濟貢獻，成就與服務。
頒獎後，Joel Szabat 和董繼玲
執行長與李蔚華夫婦和柏尼．

旭陽的家人一起拍照留念。國際領袖基金會大
休士頓地區總負責人、石山地產負責人柏尼麗
香表示，她和夫婿詹姆士非常贊同傑龍的目標
和理念，並將其徹底執行，那就是培養國際青
年政經領袖，致力提升亞裔國際地位，同時在
亞裔和亞太地區族裔社區推展公共服務的意識
。

下列為Obama總統獎狀的內容：總統義工
服務金獎是頒發給服務獎給李蔚華董事長和石
山地產公司的柏尼．旭陽; 是專為肯定和讚賞他
們為服務國家和社區承諾的國家和社區服務企
業獎，通過他們的志願服務，強化了我們國家
和社區的經濟成就。白宮 - 華盛頓特區: 恭喜您

榮獲美國總統義工服務
獎，並感謝您幫助和為
您的社區及美國國家解
決他們最迫切的需求問
題。在我的就職演說中
，我指出，我們需要一
個能承受責任的新時
代 - 每一個美國人，應
該認知和理解我們的職
責，我們對自己，對我

們的國家和對世界的責任。我
們不是在強制下勉強接受時代
的責任和使命，相反，我們承
擔責任的原因是因為被鼓舞人
心的滿足精神驅動，是在堅定
的意志和承擔責任的認知下欣
然領受這個艱鉅的任務。您的
志願服務體現了您對您的社區
的任務承諾，幫助美國更近一
步推近了其巨大目標的承諾。

我們的國家面臨著一生中
最具挑戰性的經濟危機。如果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我們將會
使美國復興。讓個人，私營商
業公司和政府全部團結起來，
齊心努力做出真正及持久的變
化，使每個人，不論男女，都
有實現自己潛力的機會。雖然
政府可以為我們服務我們的社
區而打開更多的機會，但是，
我們每個人要抓住這些機會。
謝謝你的奉獻和服務，並盡您
所能我們偉大的國家塑造一個
更美好的明天。 美國總統奧
巴馬簽名

此後，董繼玲執行長繼續
頒獎給其他多位獲獎的社區領
袖。包括黎淑瑛，李迎霞，王
妍霞，Lily，陳明華，嚴杰，
江麗君等多人。董繼玲使用許
多精彩的幻燈片來說明在過去
的 15 年內，國際領袖基金會
援助並栽培了大約一千位青年
領袖，幫助他們了解美國政府
的運作並與美國副總統和許多
其他高級部門主管和官員他們
會面。晚宴演講人 Joel Szabat
說，他過去擔任過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主管。
16年前創辦了國際領袖基金會，並且將它帶到
華盛頓。他認為中國社會需要的年輕人踏入美
國的政治領域，以提高華裔在的美國政治和經
濟地位。國際領袖基金會為青年領袖人才訓練

機構，致力升美國亞裔地位，培育國家青年政
經領袖及促進美國及太地區各項國際交流活動
。基金會提供獎學金及領袖訓練，幫助美國亞
裔優秀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實習計畫，到聯邦
政府各行政部門實習，使青年學生更具有競爭
力與國際觀。

五月十四日國際領袖基金會頒獎儀式於姚餐廳盛大舉行

李蔚華董事長獲得董繼玲執行長頒Obama總統義工 服務獎獎品後
，和聯邦運輸部助理副部長傑龍 (Joel Szabat) 一起拍照留念 。

聯邦運輸部助理副部長Joel Szabat 和董繼玲執行長與柏尼．旭陽
的家人一起拍照留念。

國際領袖基金會頒獎儀式於五月十四日，星期六晚上在姚餐廳盛
大舉行， 出席晚宴的貴賓們專心聆聽晚宴演講人 - 國際領袖基金
會創辦人，聯邦運輸部助理副部長傑龍 (Joel Szabat) 的演講。

B12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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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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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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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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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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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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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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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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X光、Ultra Sound、電療機、
復健機、牽引、矯正、推拿按摩

莊仲華醫師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9250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商場）
頂好診所 713.981.0988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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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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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沉思中的雋永　傳奇中的美麗
愛 樂

在休斯頓“春之韻”民族音樂會的節目單
上，有兩首浸淫著傳奇故事的經典樂曲，《沈
思》和《野蜂飛舞》。

《沈思》或許是一首很多人都聽過的世界
名曲，由法國作曲家馬斯涅寫於 1894 年。這首
當時作為歌劇《泰伊絲》第二幕中的間奏曲，
故又稱為 " 泰伊思冥想曲 "，常被單獨演奏，
成為小提琴獨奏曲中經久不衰的名篇，也是馬
斯奈傳世的代表作。後被稱為《冥想曲》或《沈
思》，極受人們喜愛。

歌劇《泰伊絲》作於 1894 年，根據法國
作家法郎士的同名小說改編，講述了一個發生
在公元四世紀古埃及的基督教傳奇愛情故事：
亞力山大市美艷傾城的年輕妓女泰伊斯整天生
活在瘋狂墮落的享樂之中，她的致命魅力幾乎
使整個城市都陷入迷亂之中。修道士阿塔納耶
爾為此事感到痛心，他把勸導泰伊絲皈依基督
教當作自己神聖的職責。在阿塔納耶爾堅定而
耐心的勸導下，她漸漸有所觸動，終於走出了
原來的生活，跟隨阿塔納耶爾踏上了新的道
路。經過在沙漠裡的艱苦跋涉，他們來到了修
道院，修女們熱忱地迎接筋疲力盡的皈依者。
泰伊絲把自己的心徹底地交給了上帝，在修道
院裡獲得了寧靜。可此時，阿塔納耶爾發現自
己已深深陷入愛河而不能自拔，無論他怎樣苦
修都難以忘懷泰伊絲的倩影，這種世俗的情感
將他折磨得痛不欲生。當他再次來到修道院，
見到的卻是已病入膏肓的泰伊絲。他對她傾訴
自己的感情，回憶他們在沙漠中並肩前行的情
景。泰伊絲臨終之際，阿塔納耶爾跪在她的身
旁，呼喚著她的名字，跟她說，“親愛的，你
聽我說，其實沒什麼天國，人世間的愛才是最
真實的，我在愛著你。”但泰伊絲一心嚮往著
天堂的安寧，她唱著《天國的門開了》，在安
詳的歌聲和修女們的祈禱聲中，她的靈魂遠去
了，阿塔納耶爾絕望地倒在了地上。

樂曲第一段寧靜祥和 , 猶如少女虔誠地向
上帝敞開心扉，企求上帝的饒恕。主人公身為
風塵女子，心已經在嚮往著上帝，這種心性的
高潔和身世的卑微、靈魂的出世和肉體在塵世
中的淪陷的矛盾，在音樂的進行中反映得淋漓
盡致。旋律非常優美，它的寧靜和諧與泰伊絲
周圍嘈雜浮華的生活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同時又有著強烈的情感，仿若阿塔納耶爾的虔
誠信仰和堅定意誌的寫照，或是作曲家在預示
泰伊絲靈魂的救贖。樂曲第二段的頻繁轉調和
變化音，表現了泰伊絲的內心掙紮。樂曲第三
段又恢復平靜，虔誠的祈禱得到了實現。樂曲
在結尾處推向了高音區仿彿被淨化的靈魂飛向
天界，旋律在低音區結束。天使帶著泰伊絲的
靈魂及她對美好天國的遐想飛離塵世，那種夢
幻的意境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馬斯涅一生跨越

兩個世紀，但他對法國音樂的影響幾乎沒有延
及二十世紀，人們總是尊他為十九世紀法國浪
漫主義音樂藝術天才的代表者。 《沈思》確實
給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心靈昇華歷程，它是
美好的。這種美好具有大氣空靈和淡定脫俗的
特質，瀟灑飄渺、自然大方的精神魅力。“沈
思”的英文是“meditation”，與“禪修”的英
譯是同一個詞。仔細聆聽這首曲子，我們不難
發現當中的“禪”味兒。

《野蜂飛舞》是一首非常詼諧幽默的音樂
小品。它原是俄羅斯作曲家裏姆斯基科薩科夫
所作歌劇《薩旦王的故事》第二幕第一場中，
由管弦樂演奏的一首插曲。如今，這首風格詼
諧的管弦樂小曲，已脫離原歌劇，成為音樂會
中經常演奏的名曲。

歌劇情節是，從前有三姐妹，大姐和二姐
都好吃懶做，愛虛榮，總幻想有一天能當上皇
後。她們把什麼重活全都推給小妹米利特利莎
來做。然而薩旦王娶了米利特利莎，兩個姐姐
卻成了王宮的織布工和廚娘。嫉妒的姐姐們決
心害死妹妹。米利特利莎有了身孕後，因薩旦
王率軍出征，而沒能見到小王子出生。兩個姐
姐給薩旦王寫信，誣告皇後生下的是一隻怪
獸。薩旦王聽信讒言，降旨將皇後母子裝進木
桶投入大海。木桶沒有沈下去，漂到一座孤島
上，王後母子死裡逃生。在這個孤島上，王子
長成為一個漂亮、勇敢的青年。有一天，空中
有一個兀鷹正襲擊一隻天鵝，王子發現後立即
搭弓射中了兀鷹，這時天鵝竟變成了一個美麗
的公主，並向救他的青年表示要報恩。原來，
她是中了魔法才變成天鵝的。王子表示希望能
見到父王，公主建議王子化作一隻野蜂，公主
與他隨著一艘開往特摩塔拉康尼的輪船飛回王
宮。

薩旦王意識到錯誤後，派人到各海島尋找
無辜的王後和王子，但是王後的兩個姐姐仍不
死心，千方百計地阻止薩旦王派人尋找。於是，
化作野蜂的王子無情地痛蜇她們。 《野蜂飛
舞》就是描寫野蜂襲擊織布工和廚娘時的背景
音樂。樂曲以快速下行的半音階開始，非常形
像地表現出野蜂呼嘯飛行而至的情景。同時，
這串下行的旋律也為整首樂曲的發展奠定了基
調，源源不斷、無窮動般上下翻滾的音樂流動，
栩栩如生地展現了野蜂兇猛而至，上下盤旋、
四處飛舞，尋找復仇對象，襲擊兩個壞人的場
面。全曲旋律活潑詼諧，經過旋律輕快而有力
的中段後，又回到了第一主題。最後半音階不
斷上升，描寫大黃蜂的離去，直到消失在視線
以外。

別具一格的是，“春之韻”音樂會將以中
國樂器胡琴和鋼琴的合作，來詮釋這兩首名
作。對於二胡這件傳統東方樂器，兩首樂曲的

演奏難度是顯而易見的，鮮有胡琴演奏家在舞
臺上嘗試，因此是頗有新意的難得欣賞機遇。
由從事二胡演奏超過五十年的音樂會指揮張
新，與屢獲國際比賽大獎、曾與國際樂壇多位
知名指揮家合作過的的波蘭裔鋼琴家 Marcin 
Parys 共同獻藝，是 2016 春季音樂會非同凡響

的期待之作。

（音樂會公演時間：５月２１日晚七點，
地 址：7502 Fondren, Houston, TX 77074，
售票：黃金廣場長城書店）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隆重舉行2015-2016學年畢業暨結業典禮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於5月14日晚
上6時至晚上8時,在文化中心大禮堂隆重舉行2015-2016
學年畢業暨結業典禮,由黃玲校長,舒琪家長會長主持.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作為一所海外中文示範學校,多年
以來持之以恆傳播和弘揚中華文化,為表揚休斯頓華夏中文
學校在中華文化傳承的貢獻，5月14日晚在休斯頓華夏中
文學校舉行的2016第六屆 「華夏杯」 青少年中華文化傳
承活動比賽頒獎儀式及2015-2016學年畢業暨結業典禮上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向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捐款10萬
元人民幣(約1萬5388美元)，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鄧賽英
領事代表國僑辦向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贈送支票。1000多
名學生和家長參加了頒獎儀式並觀禮。AAYGC(Asian
American Youth Giving Circle)代表捐贈1,500美元給海外華
文示範學校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由馬莎理事長,黃玲校長
代表接受.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長黃玲致詞，自2011年以來，休士
頓華夏中文學校已經連續六年舉辦了大休士頓地區 「華夏
杯」青少年中華文化知識競賽活動，其目的就是弘揚中華
文化，推廣漢語學習，激發華裔青少年學習漢語語言和中
華文化的興趣，給海外的青少年搭建一個展示學習成果的
平台。這個面向大休士頓地區各中文學校的活動，每年吸
引來自大休士頓地區500多名華裔、非華裔的學生參加中

華文化知識競賽。各位老師和家長,感謝你
們一年來的辛勤耕耘、無私奉獻．熱情幫助
和積極支持.祝同學們暑假平安快樂.

華夏中文學校副校長關麗華說明， 「華
夏杯」青少年中華文化知識競賽考題以學生
所學的教材為主要來源，增加了寫作和不同
程度的中華文化知識競賽題目，以擴展學生
們學習中文的知識面。學生們在中華文化知
識的學習中尋覓著祖輩的 「身影」，尋覓著
連接自己血脈的 「根」。激發了華裔學子勤
奮學習中華文化知識的好奇心，並調動起他
們學習中文的積極性。[華夏杯]比賽,今年共
有540名同學參加.

[華夏杯]青少年中華文化傳承比賽頒獎,
1-4年級組,由馬莎理事長,張憲寬副理事長
頒發;5-8年級組,由唐藝傑副理事長,關麗華
副校長頒發;9-12年級組,由李玉副校長,劉小
玲副校長頒發;馬立平1-6年級組,由李智宣
副校長,米君秀副校長頒發;非華裔組(CSL),
由朱宇副校長頒發.

馬莎理事長,黃玲校長,徐敏老師頒發十
二年級畢業証書給莊育,顧安,崔予馨,李鷗鷺,陳藝
文單昕程,朱歡,趙駿一,周棣棣,王安琪,而單昕程,
朱歡.作畢業感言.

馬莎理事長,唐藝杰副理事長頒發[華夏]獎學
金$1,000給王美琴老師班的萬詩嘉,獎學金二等獎
各$500給徐敏老師班的黃瑋,王榮瀚.

[華夏杯]教學活動積極參與獎,由關麗華副校
長,唐藝杰副理事長頒發徐敏,王美琴,王冰等34位
老師.

[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教職工
貢獻獎,由馬莎理事長,張憲寬副理事長頒發,邸垣
老師等服務五年,王冰老師服務二十年.

表彰2015-2016學年優秀學生,糖城分校由米
君秀副校長頒發;Katy分校由李玉副校長頒發;明
湖分校由李智宣副校長頒發 ;Pear Land分校由劉
曉玲副校長頒發;總校周六由關麗華副校長頒發;
總校周日由黃玲校長頒發.

會上進行文藝演出有總校演唱班歌舞表演唱[鴻雁],指
導老師樊豫珍;Katy分校兒童舞蹈[新疆舞],指導老師聶莉敏;
總校兒童演唱班兒童表演唱,指導老師樊豫珍;總校葫蘆絲
班葫蘆絲串燒,指導老師馬濤;Katy分校兒童舞蹈[傣族舞],指

導老師聶莉敏;Katy分校成人舞蹈[放風箏],指導老師聶莉敏;
Katy分校兒童舞蹈[小公主],指導老師聶莉敏,他們精彩的演
出,獲得大家熱烈掌聲,與會學生們,老師們,家長們度過歡樂
時光又有意義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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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揚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在中華文化傳承的貢獻,中國駐休斯
頓總領館鄧賽英領事代表國僑辦向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贈送支
票,由馬莎理事長,張憲寬、唐藝杰副理事長、黃玲校長,關麗華
副校長代表接受.(記者黃麗珊攝)

在中華文化學習中獲獎的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同學(記者黃麗珊攝)

馬莎理事長,黃玲校長,徐敏老師頒發十二年級畢業証書給莊育,顧安,
崔予馨,李鷗鷺,陳藝文單昕程,朱歡,趙駿一,周棣棣,王安琪.(記者黃麗
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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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公司日前在京成立
綜合報導 經國務院批准，由財政部會同農業

部、銀監會組建的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

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日前在京成立，標誌著

我國在建立健全全國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方面

邁出重要一步。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建立由政府

支援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化解農業農村發展“融

資難”、“融資貴”問題。2015年 5月，經國務院

批准，財政部、農業部聯合印發了《關於調整完善

農業三項補貼政策的指導意見》（財農〔2015〕31

號），明確提出，支援糧食適度規模經營資金重點

要支援建立完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2015年 7月，

財政部、農業部、銀監會聯合印發了《關於財政支

援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指導意見》（財農

〔2015〕121號），對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

進行了全面部署，調整部分農業補貼資金作為註冊

資本金，計劃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建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

機構，並向市縣延伸業務分支機構，直接為農業新

型經營主體提供信貸擔保服務；同時，在國家層面

組建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實體機構，為省級機構

分險增信，構建起完整的專門支援農業適度規模經

營的擔保、再擔保組織機構體系。

公司作為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國家層面政

策性擔保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在堅持自身信用

和可持續發展基礎上，實行政策性主導、專業化管

理、市場化運作。旨在統一擔保業務標準、強化系

統風險控制、規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更好發

揮擔保的經濟助推器功能和財政資金的“四兩撥千

斤”作用，將更多金融活水引入農業農村發展領

域，推動糧食結構調整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促進

農業發展方式轉變。

公司股東包括財政部和全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

機構，擬分三年形成約 150億元的資本金規模。省

級機構股東根據其組建進展情況，分期分批加入。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 13 家省級機構完成工商註

冊，其餘的省級機構預計於今年年底前完成機構組

建工作。公司初始註冊資本金 40多億元，其中，

中央財政 30億元，其餘由黑龍江、河南、安徽、

四川等11家首批參股的省級機構出資。

公司的職責和任務主要包括七個方面：一是

落實國家農業支援政策，制定再擔保業務標準，

為省級機構提供業務指導和規範指引。二是為所

有省級機構提供再擔保服務，根據各省級機構的

信用評級和風險控制水準，制定合理的代償風險

分擔比例和再擔保費率。三是研究開發農業信貸

擔保產品和服務，擴大信貸支援農業的覆蓋面。

四是與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展總對總的戰略合作，

建立適用於公司和省級機構的銀擔風險共擔機制。

五是建立風險補償和風險救助機制。六是研發建

立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的全國農業信貸擔保業務

數據資訊系統，實行線上申報和管理，實現項目

評審和風險控制等工作的資訊化。七是組織全國

農業信貸擔保專業人才培養和人員培訓，指導省

級機構建立一支紮根農村、熟悉農業、懂金融會

管理的基層擔保員隊伍。

公司有關負責人表示，建立由財政支援的農業

信貸擔保體系，既是引導推動金融資本投入農業，

解決農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重要手

段，也是新常態下創新財政支農方式，放大財政支

農政策效應，提高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效益的重要舉

措，不僅有利於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現代

農業發展,而且對於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

民生也具有積極意義。

資源稅改革：
礦山要的不僅是稅改

綜合報導 財政部發布關於全面推進

資源稅改革的通知，自 2016年 7月 1日

起實施。

對《資源稅稅目稅率幅度表》中列

舉名稱的 21種資源品目和未列舉名稱的

其他金屬礦實行從價計征，計稅依據由

原礦銷售量調整為原礦、精礦（或原礦

加工品）、氯化鈉初級產品或金錠的銷

售額。在實施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的同

時，將全部資源品目礦產資源補償費費

率降為零，停止征收價格調節基金，取

締地方針對礦產資源違規設立的各種收

費基金項目。

同時，對符合條件的采用充填開采

方式采出的礦產資源，資源稅減征

50%；對符合條件的衰竭期礦山開采的

礦產資源，資源稅減征 30%。從資源稅

稅目稅率幅度表上看，鐵精礦稅率幅度

為1%-6%。

目前新規還未實行，當前礦山企業

資源稅征收是采取從量計征的方式，我

國鐵礦石資源稅征收始於 1984年，1994

年後調整為從量定額征收，征收範圍為

每噸 2-30元，並根據礦山不同類型和等

級來給予不同的征稅標準。

從實行資源稅征收以來，期間經歷

多次調整，其中去年自5月1日起，鐵礦

石資源稅征收比例下調，減按規定稅額

的 40%征收。而當時鐵礦石行業正處於

長期的下跌行情之中，礦山多處虧損狀

態，但資源稅的下調雖給礦山起來帶來

壹定好處，但對其成本改善並不明顯。

之前的資源稅是以量計稅，眾所周

知，我國的礦石原礦品位較低，平均相

當於 3噸礦石才能產出壹噸精粉，也就

是需要繳納 3噸的資源稅，有些原礦品

位更低的礦山壹噸精粉甚至會繳納 4

噸、5噸甚至更多的資源稅，行情的好

壞對其稅費沒有任何影響，始終都是壹

樣的。

但施行從價計征之後，行情的變化

也將對該企業的成本發生實時變化。以

目前唐山地區鐵精粉銷售價格為例，市

場售價530元/噸，按最新稅費標準的6%

計算，資源稅為 31.8元/噸，若稅費標準

按 1%計算需要繳納 5.3元/噸；而今年初

唐山地區銷售價格為 390元/噸，資源稅

需繳稅 23.4 元/噸，若稅費標準按 1%計

算僅需要繳納3.9元/噸。

所以，從上述內容來看可能催生幾

點好處，顯而易見的就是行情的壞時礦

山稅費降低，行情好時繳納的稅費也會

有相應提高。

另壹個方面來看，上面提到對符合

條件的采用充填開采方式采出的礦產資

源，資源稅減征 50%。之前我國對國內

礦山采用充填技術的企業均有較大優惠

政策，此次優惠政策的延續也必將促使

國內礦山企業對安全、環保等技術的再

升級。

除此之外，采用從價計征後，或將

會讓國內鐵精粉平均品位有所提高。之

前從量計征的方式讓貧礦山難以提升品

位質量，品位越高，也就意味著需要原

礦越多，稅費也會越高。但是從價計征

之後，將按銷售額計稅，稅費的成本占

比始終會在 1%-6%之間，稅費在銷售價

格中占比較為固定，而我國鋼廠對國內

高品位鐵精礦的需求是較為穩定的，高

品位鐵精礦大多最終被制成球團礦來使

用，將促使礦山篩選更優質的鐵粉來銷

售，也將成為長期生產較低品味礦粉企

業的新出路。

從大的方面來看，此次稅改調整

對礦山成本來說會是壹件好事，成本

會有降低。但是，實際對我國礦山企

業成本影響也僅是“杯水車薪”。壹

是我國礦山賦稅種類繁多，甚至難以

計數，而我國礦石平均品位低，企業

運營成本高以及我國有礦山來自政府

部門對其生產、運營幹預才是我國礦

山企業最大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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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成為”華夢計劃”舞蹈培訓基地
首期培訓課程 6 月 30 日開始 , 免費名額等你來 !

“華夢計劃”的主辦單位是中國海外交流
協會 . 本計劃是中國文化藝術海外公益培訓項
目 , 為本土華人藝術教育機構送教上門 , 服務華
裔社區 ; 為培訓學院提供小班制 , 精英化專業培
訓課程 ; 旨在培養海外中華藝術精英人才 , 涵養
和扶持海外華人藝術組織 , 機構和團體 , 推動中
華文化的國際化傳播 .

早在 2015 年底 , 華夢計劃的負責人及幾位
主要藝術家已組成考察團到全美各州遴選並掛
牌設立“華夢培訓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以
優質的教學質量贏得了專家團得青睞成為”掛
牌培訓點”! 每年將定期邀請國內外知名專業
藝術院校教師來培訓點授課 !

今年暑期 , 兩位資深舞蹈編導 , 畢業於上海
戲劇學院舞蹈學院的青年專家黃飛 , 許可將於
6 月 29 日抵達休斯敦 , 開始為期三周華夢藝術
班的培訓 . 本次培訓將以小班制 , 精品化的教
學模式進行 , 課程內容以基本功強化訓練及成

休 斯 敦 華 裔 聯 盟
（Houston Chinese Alliance） 
召開年會並於 5 月 15 日進行
會長交接。

根據 HCA 的章程規定，
每屆理事會的任期為兩年。
今年 HCA 選舉會員的人數和
參加競選理事的人數均較往
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年會上，
每一位理事候選人都發表了
簡短的競選演說。按
照 HCA 章程的規定，
會員們以無記名投票
方式選舉產生了新一
屆的理事會，共有 21
位理事當選，名單如
下（排名不分先後）：

曹青樺、陸峻、
覃揚、譚曉偉、陸蕓、
蔡玲、曹乃寅、陳世
儀、方舟、華蔣蔚、
黃登陸、蔣挺、李素

函、劉昕、孫盈盈、Alan Wang、王玫、
解濱、徐華、張紹華、鐘睿。

之後，HCA 第二屆理事會召開了第
一次會議，再次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
出了新的理事會常務委員會，他們是：

品節目排練為主 . 招生年齡對象為 13---23 歲
有舞蹈基礎的舞蹈愛好者 . 並將在 6 月 30 日通
過”Audition”的形式選拔出可減免學費的優秀
學員 . 培訓結束後學員可獲得相應證書。“華
夢藝術班”所有正式學員將定期接受考核和評
選，優秀者經“華夢培訓點”和“華夢計劃”
顧問委員會的推薦，可被評選為“華夢之星”，
並獲得“華夢獎學金”獎勵，以鼓勵其繼續從
事中國主題藝術發展事業或前往專業學術學府
深造 .

" 華夢計劃”還設有“華夢”文藝演出 ! 每
年將定期舉辦由中美華人藝術名家與華夢師生
共同創作的大型文藝演出，調動海內外藝術人
才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打造美國華人新生代原
創藝術表演。演出邀請國內外知名藝術家、教
育界學者和中美文化機構代表出席觀摩。

這個 " 華夢計劃 " 對我們整個休斯敦地區
的華裔舞蹈愛好者來說著實是一件鼓舞人心的

大好事兒 , 中國
舞蹈界的藝術大
師親自來美手把
手 地 傳 授 中 國
舞蹈之精華 , 這
是在中國本土的
習舞者都是可遇
而不可求的美事
阿 !! 趕 快 行 動
吧 !

培訓時間 :6 月 30——7 月 22 日進行 ,(6/30
日 -Audition;7/1-7/4 國 慶 休 假 ) 招 收 對
象 :13---23 歲有舞蹈基礎的中國舞愛好者 ,
報名從見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截止 , 咨詢電
話 :713-516-5186,

編導黃飛 .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蹈
學院舞蹈編導專業

編導許可 .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
院舞蹈編導專業

HCA 會員們在年會後合影

兩任會長交接曹青樺（右）孫盈盈（左）

Email:jh@jhdancing.com;    
www.jhdancing.com

休斯敦華裔聯盟換屆選舉產生新一屆理事會
會長曹青樺；副會長陸峻和覃揚；秘書長譚曉
偉；財務長陸蕓。

年會上，與會的會員們回顧了 HCA 在過去
兩年中所走過的路程，並熱烈討論了 HCA 今後
的發展方向，分析了 HCA 的強項以及面臨的挑
戰，並對 HCA 的未來提出了展望。大家相信，
在曹青樺會長的領導下，休斯敦華裔聯盟將繼
續發展壯大，更好地在休斯敦華人社區發揮積
極作用。

台灣「亦宛然掌中劇團」德州首演 High 翻天

5 月 19 日上午「亦宛然掌中劇團」及臺灣傳統戲偶活動開始前，
由劇團團長李蔡素貞致贈本次戲碼《巧遇姻緣》女主角戲偶給
史達福小學校長 Karen Hatter、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
灣書院副主任劉月琴見証

史達福小學師生們透過生的折扇、旦的撐傘、末的抽煙、醜的
躺椅等細膩動作，以及打藤牌、轉盤等熱鬧武打，瞭解並欣賞
傳統布袋戲的奇妙世界

《巧遇姻緣》為「亦宛然掌中劇團」的經典名戲，這齣戲呈現
了偶戲藝術的精緻面，曾被《紐約時報》譽為「神乎奇技，前
所未見的驚奇」。

演出結束後，緊接著由劇團示範操偶，邀請小朋友實際操作戲
偶打招呼、敬禮、快跑等基本動作，讓整個活動在熱鬧、歡笑
中圓滿結束

由 史 達 福 市 學 區 主 任 Maria Dudash、 史 達 福 小 學 校 長 Karen 
Hatter 以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書院副主任劉月琴
分別致詞介紹「亦宛然掌中劇團」及臺灣傳統戲偶、休士頓臺
北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出席協辦

《巧遇姻緣》為「亦宛然掌中劇團」的經典名戲 2016 年美國巡
演主要由中華民國文化部，以及外交部、僑委會、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等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共同支持。此次德州
演出由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及駐紐約辦事處臺北文化中心
共同邀約促成，並在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書院與
教育組，以及史達福市學區共同協助下辦理

演出結束後由臺灣導覽陳逸玲及亦宛然掌中劇團團員示範操偶，
邀請小朋友實際操作戲偶

亦宛然掌中劇團團長李蔡素貞於史達福小學演出後率團員們謝幕 本次演出驚喜不斷，加上傳統打擊與管絃樂伴奏，讓超過 600
名師生們盡情投入，配合劇情拍手、跺腳，熱絡氣氛 High 翻大
禮堂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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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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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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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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
亮 珍 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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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服務範圍：
補牙、拔牙、安裝假牙、牙齒美容、牙週病、牙床外科手術、根管治療、最新特殊技術、
牙齒漂白、以最新式科學儀器為大家服務。
週 一：8:30AM-4:00PM
週 二：8:30AM-12:30PM
週 三：8:30AM-6:00PM
週 四：2:00PM-6:00PM
週 五：10:00AM-5:00PM
每隔週六：9:00AM-12:30PM
通國、潮、泰、英語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ellaire
B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6901 Corporate Dr., at Bellaire,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F.A.G.D. (713)779-9281
預約專線：

接受保險卡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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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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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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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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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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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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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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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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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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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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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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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 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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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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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住宅
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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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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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B9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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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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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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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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e Bai (白)
832-779-2838 (國語)
lukebai.kw@gmail.com

Kimberly Tran
832-930-2788 (越語)

kimberlytran.kw@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BUY SELL RENT 買賣 出租 投資 管理

本公司代理二十多家銀行貸款。

Commercial Loan FHA Loan
Constrional Loan VA Loan

佳源貸款
Austin First

Mortgage

保證最低利率，
歡迎查詢，專業快速！

Karen Yi Tang
唐家怡Loan Officer

713-826-6518
O: 713-467-7904
NMLS#1294640
Karen@wmctx.com www.wmctx.com

9219 Katy Freeway, # 149,Houston,TX 77024

韓美銀行達拉斯舉辦客戶相見歡答謝活動
成功拓展韓美銀行知名度

( 本報訊 ) 韓美銀行積極提高其在德州達拉斯地區的知名度。韓美銀行從三月到
五月以來，已陸續在普蘭諾，達拉斯，阿靈頓，卡羅頓分行和加蘭地區等分行的客
戶答謝活動。每次活動約有 50 名客戶出席，這些客戶和韓美銀行的管理層和分行員
工相見歡。每個分行均針對當地市場及客戶的特性需求，量身訂作客戶相見歡答謝
活動。

韓美銀行德州區總裁塔里克穆罕默德表示，“韓美銀行是一個深刻了解在地市場
需求的社區銀行。我們透過在各分行舉行的一系列活動，努力建立與社會各界和廣
大客戶更強的連接。憑藉著強大的財務績效和卓越的管理團隊，我們有信心，能夠
滿足客戶的需求。”

韓美銀行還計劃不久的將來，也要在休斯頓分公司，舉辦客戶答謝活動。

( 休士頓 / 劉嘉芳報導 )Fred Haas Toyota World- 豐田世界是
全德州第一大豐田汽車經銷商，豐田世界之所以能成為全德州
第一大豐田經銷商，價格具競爭優勢，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
加上店內腹地廣高達二千輛以上的汽車，選擇多，還提供客戶
最合理便宜的價格，Camry,RAV4,Sienna 現正特價優惠中，心動
不如馬上行動， 

位 於 20400， 州 際 公 路 45 北，Spring 地 區 的 Fred Haas 
Toyota World- 豐田世界汽車經銷商，腹地廣，店內有超過 2000
輛以上的汽車，是全德州第一大豐田汽車經銷商，在 Fred Haas 
Toyota World 經銷商購買汽車，保證讓您留下最佳的汽車購買
經驗。

擁有十五年資深汽車銷售經驗的華人業務經理 Lee Ta 表
示，價格決定汽車銷售，這就是為什麼 Fred Haas Toyota World
豐田世界，能獨佔鰲頭成為全德州第一大豐田汽車經銷商的原
因。 

凡有意購買 Camry, Corolla,RAV4 等車款者，均可享汽車

阿靈頓分行舉行客戶答謝活動。

普蘭諾分行客戶踴躍參加相見歡答謝活動。

#1 IN TEXAS

IN TEXAS#1

FRED HAAS TOYOTA WORLD
豐田世界 全德州第一大豐田汽車經銷商

貸款零利率，業務專員
Lee Ta 還會免費贈送汽
車隔熱紙給您的愛車。
有意購買新車或二手車
者，均可致電 Fred Haas 
Toyota World 的華人汽車
銷售專員代表 Lee Ta, 聯
絡 電 話 281-288-2888，
或 上 網 FredHaasToyota.
com 了解更多汽車最新
資 訊。Lee Ta 精 通 中、
英文及越南語，能提供
在美華人全方位的優質
購車服務。

Fred Haas Toyota World 是全德州第一大豐田汽車經銷商

全新 TOYOTA CAMRY 買氣暢旺，備受客戶青睞。

華人汽車銷售業務代表 Lee Ta, 精通
中、英文及越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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