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任糖城市長Joe R. Zimmerman
新任糖城市長Joe R. Zimmerman 6月21日在老市長
James A Thompson主持﹐全體糖城市府員工和各族裔
支持者觀禮下﹐宣誓就職﹐開啟糖城市政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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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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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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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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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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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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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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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正南方「 王朝通訊 」 內部。
（ 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敦煌廣場南
面的「 王朝通訊 」是休士頓最資深的手機
店， 代 理 T- Mobile, AT & T, Verizon 等
多家名電話公司的各種計劃，以及 iPhone, 
iPad, MacBook, Samsung 等名牌手機的修理，
舊機換新機及配件計劃，以及護照照相等服
務，一應俱全。

如最近新推出的計劃：只需 $19 元月費，
可限次的任打 + 短訊 至中國及 11 個家，無
限次國際長途 ，加 100MB 上網流量的 4 G 
LTE 免費手機。

另有每月 $23 元的最便宜的計劃，可無
限次的任打 + 短訊至美國及十個以上的國
家，包括中國和香港。

另有每月 $29 元的月費，可享受無限制
的 1st 1 GB LTE 的上網流量，以及無限制的

撥打至美國及 60 個國家，包括中國，香港
和臺灣。

另有一種月費 $35 元的計劃，以 2GB 
LTE 的上網流量至美國，中國和香港。

以及最新 VERIZON $40 元月費計劃，
現可使用 3GB LTE 的上網流量，並有每個
月 277 分鐘免費撥打至中國的優惠。

「 王朝通訊」 還有無需合約，帶機上
臺； 以及一年合約，獲免費手機，以及全美
最強收訊 Verizon 網路，以及「 無限上網 」
的各種優惠計劃，歡迎親自駕臨敦煌廣場南
面的「 王朝通訊 」，了解詳情。

「 王朝通訊」（Dynasty Wireless ) 的地
址：
9889 Bellaire Blvd.#312 , Houston , TX 
77036

王朝通訊推出最競爭性手機計劃
全美最強收訊Verizon 網路，先到先得，售完為止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佛光山中美寺本周日系列講座 帶來希望的東亞共同體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2016 年

「未來與希望 」 系列講座，本周日（ 5 月29
日） 上午十一時半將邀請教育博士，註冊營養
師，合格營養師貝弗利 泉 高爾（Beverly J.
Quan Gor, EdD, RD , LD )主講： 「帶來希望的
東亞共同體： 如何診所開始，以及它如何可以
幫助你 」。

貝弗利高爾博士是休士頓衛生廳（ HHD )
的分析師。高爾博士在史蒂芬威廉姆斯主任監
督下有效率的與規劃，評估，和研究的部門合
作。高爾博士和她的同事們負責評估該HHD 協
調公共衛生項目。高爾博士是在休士頓土生土
長的，是亞裔健康聯盟（ AAHC )和希望診所
（ HOPE ) 的創始人之一。身為一名註冊營養

師，高爾博士從事一些弱勢民族健康差距的研
究，特別註重改善營養，減少慢性病和癌癥的
風險。在來HHD 之前，高爾博士是在德州大學
安德森癌癥中心（ 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下的健康差距研究的部門當講師。高爾博士是
一名活躍於 Can Do Houston 的義工，Can Do
Houston 是一個促進在缺醫少藥的社區人民健康

飲食和積極生活的非營利組織。她獲得休斯頓
大學營養學學士學位和專職醫療教育博士學位
。她的營養和食品科學碩士學位是德克薩斯女
子大學頒發的。

佛光山中美寺的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 ）495- 3100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演繹傳奇品質—服務人類健康
多年來，醫學界一直致力於對糖尿病的研究。這是因為一旦

患上“糖尿病”，人體的麻煩隨其而至，因為免疫功能減弱，容
易感染由感冒、肺炎、肺結核所引起的各種感染疾病，而且不易
治愈。難怪有這樣的說法，一旦得了“糖尿病”，壽命減去十多
年。因此許多人對糖尿病談之而色變，千方百計的治療。很多虛
假和誇大宣傳的產品傷透了消費者的心。但是作為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沒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反而越來
越壯大，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真心擁護，銷量屢創新高。是什麼
原因讓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演繹著這樣的“傳
奇”呢？

憑的是真實效果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作為行內的龍頭企業

，精選巴西綠蜂膠為原料，純天然無污染，並采用高科技生物提
取技術，不含有任何沉澱和雜質，類黃酮最高並保留了巴西天然
綠色蜂膠特有香氣和品質，因此被稱為“最純淨的黃金”。通過
老用戶，你可以看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
改善失眠、便秘、乏力、瘙癢、心腦血管等並發症，而且能提高
糖尿病人的抗病能力，還能保肝護腎，避免降糖藥對身體的損傷
。

憑的是過硬的質量
現在的蜂膠市場假膠劣膠漫天飛，很多都是家庭式的小作坊

生產出來的，質量上沒有絲毫保障。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第一家獲得巴西農業部批准的企業，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都要經過原料關、檢測關、提純關；十萬級的空氣
淨化，GMP藥品生產的嚴格要求，獨家專利的提純技術，保證
了他們金子般的過硬品質，這樣的產品誰用了都放心！

憑的是口碑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所以深受青睞，消費

者才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最好的代言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的老病友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
！糖尿病人該有的症狀在他們那壓根找不到！不僅血糖控制的好
，並發症也很少，好幾年都不感冒，精神頭足，生活質量自然越
來越好！新來的顧客，只要您一打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老
病友介紹來的，因為病友的康復實例才是最好的廣告！

憑的是經濟合理的費用
糖尿病的發展規律就是越來越重，所以不但要終身吃藥，而

且越吃越貴，使許多家庭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親民的價格，讓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到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帶給的神奇效果。

萬蜂牌巴西
極 品 綠 蜂 膠
（Multiflowers）
堅持“永遠不打
折扣的質量”宗
旨去做一項有意
義的健康事業。
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 蜂 膠 （Multi-
flowers） 已 經 服
務了成千上萬糖
尿病患者。如果
一個質量有問題
、效果不理想的
產品，會有這麼
長久的生命力嗎
？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來的市場熱銷就是最好的見證。

專家咨詢熱線：1-888-518-7778
網站：http://www.vikerm.com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百佳商場 」 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
館 」 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
，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熏雞，熏
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
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
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
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 將於今年6月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
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水餃，鍋貼，爐包
，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茶葉蛋，牛肉夾
餅------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 「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

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
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
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 「新鮮石
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 「斉海魚
聖」 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
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 「百佳商場」
內， 地址：9262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77036, 電話：713-271-0080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五更腸旺

三杯雞 三杯小卷

佛光山中美寺本周日系列講座 帶來希望的東亞共同體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2016 年

「未來與希望 」 系列講座，本周日（ 5 月29
日） 上午十一時半將邀請教育博士，註冊營養
師，合格營養師貝弗利 泉 高爾（Beverly J.
Quan Gor, EdD, RD , LD )主講： 「帶來希望的
東亞共同體： 如何診所開始，以及它如何可以
幫助你 」。

貝弗利高爾博士是休士頓衛生廳（ HHD )
的分析師。高爾博士在史蒂芬威廉姆斯主任監
督下有效率的與規劃，評估，和研究的部門合
作。高爾博士和她的同事們負責評估該HHD 協
調公共衛生項目。高爾博士是在休士頓土生土
長的，是亞裔健康聯盟（ AAHC )和希望診所
（ HOPE ) 的創始人之一。身為一名註冊營養

師，高爾博士從事一些弱勢民族健康差距的研
究，特別註重改善營養，減少慢性病和癌癥的
風險。在來HHD 之前，高爾博士是在德州大學
安德森癌癥中心（ 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下的健康差距研究的部門當講師。高爾博士是
一名活躍於 Can Do Houston 的義工，Can Do
Houston 是一個促進在缺醫少藥的社區人民健康

飲食和積極生活的非營利組織。她獲得休斯頓
大學營養學學士學位和專職醫療教育博士學位
。她的營養和食品科學碩士學位是德克薩斯女
子大學頒發的。

佛光山中美寺的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 ）495- 3100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演繹傳奇品質—服務人類健康
多年來，醫學界一直致力於對糖尿病的研究。這是因為一旦

患上“糖尿病”，人體的麻煩隨其而至，因為免疫功能減弱，容
易感染由感冒、肺炎、肺結核所引起的各種感染疾病，而且不易
治愈。難怪有這樣的說法，一旦得了“糖尿病”，壽命減去十多
年。因此許多人對糖尿病談之而色變，千方百計的治療。很多虛
假和誇大宣傳的產品傷透了消費者的心。但是作為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沒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反而越來
越壯大，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真心擁護，銷量屢創新高。是什麼
原因讓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演繹著這樣的“傳
奇”呢？

憑的是真實效果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作為行內的龍頭企業

，精選巴西綠蜂膠為原料，純天然無污染，並采用高科技生物提
取技術，不含有任何沉澱和雜質，類黃酮最高並保留了巴西天然
綠色蜂膠特有香氣和品質，因此被稱為“最純淨的黃金”。通過
老用戶，你可以看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
改善失眠、便秘、乏力、瘙癢、心腦血管等並發症，而且能提高
糖尿病人的抗病能力，還能保肝護腎，避免降糖藥對身體的損傷
。

憑的是過硬的質量
現在的蜂膠市場假膠劣膠漫天飛，很多都是家庭式的小作坊

生產出來的，質量上沒有絲毫保障。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第一家獲得巴西農業部批准的企業，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都要經過原料關、檢測關、提純關；十萬級的空氣
淨化，GMP藥品生產的嚴格要求，獨家專利的提純技術，保證
了他們金子般的過硬品質，這樣的產品誰用了都放心！

憑的是口碑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所以深受青睞，消費

者才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最好的代言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的老病友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
！糖尿病人該有的症狀在他們那壓根找不到！不僅血糖控制的好
，並發症也很少，好幾年都不感冒，精神頭足，生活質量自然越
來越好！新來的顧客，只要您一打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老
病友介紹來的，因為病友的康復實例才是最好的廣告！

憑的是經濟合理的費用
糖尿病的發展規律就是越來越重，所以不但要終身吃藥，而

且越吃越貴，使許多家庭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親民的價格，讓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到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帶給的神奇效果。

萬蜂牌巴西
極 品 綠 蜂 膠
（Multiflowers）
堅持“永遠不打
折扣的質量”宗
旨去做一項有意
義的健康事業。
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 蜂 膠 （Multi-
flowers） 已 經 服
務了成千上萬糖
尿病患者。如果
一個質量有問題
、效果不理想的
產品，會有這麼
長久的生命力嗎
？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來的市場熱銷就是最好的見證。

專家咨詢熱線：1-888-518-7778
網站：http://www.vikerm.com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百佳商場 」 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
館 」 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
，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熏雞，熏
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
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
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
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 將於今年6月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
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水餃，鍋貼，爐包
，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茶葉蛋，牛肉夾
餅------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 「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

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
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
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 「新鮮石
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 「斉海魚
聖」 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
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 「百佳商場」
內， 地址：9262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77036, 電話：713-271-0080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五更腸旺

三杯雞 三杯小卷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
百佳超巿旁的「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
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
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
三杯小卷，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
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
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
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
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
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
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內容
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
麵條，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
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
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
士頓中國城的「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
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
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
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
週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
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Houston,TX 77036,
電話：713-271-0080

防治糖尿病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三效合一保健康
糖尿病是一組以高血糖為特征的代謝性疾病。

高血糖則是由於胰島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作用受
損，或兩者兼有引起。糖尿病時長期存在的高血
糖，導致各種組織，特別是眼、腎、心臟、血管、
神經的慢性損害、功能障礙。嚴重威脅人類健康。
中華本草》中詳細介紹，蜂膠對糖尿病並發癥有
綜合防治功能。

研 究 發 現， 萬 蜂 牌 巴 西 極 品 蜂 膠
（Multiflowers）富含 300 多種有效成分，且十分
精妙，具備對人體血管、神經、免疫系統同時修
復的綜合功效。臨床顯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
蜂膠（Multiflowers）六個月後，患者血糖平穩、
正常；一年後，手腳麻木、四肢冰涼、失眠、多汗、

乏力等並發癥均可有望消除。被譽為糖尿病患者
的保護神！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
三效合一保健康。

一、激活胰島 β 細胞、修復胰島功能
胰島損傷是造成糖尿病患者血糖不穩的根源，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中黃酮類、
萜烯類化合物具有促進外源葡萄糖合成肝原糖，
並對胰島細胞起保護作用；其所含梓醇蝶芪等物
質具有明顯的降低血糖作用；萬蜂牌巴西極品蜂
膠（Multiflowers）中鉻、鈣鋅鎂鉀等微量元素有
激活胰島素，改善糖耐量，參與胰腺細胞功能調
節等功效，讓胰島 β 細胞逐漸恢復自身分泌功能，
從根本上阻斷胰島衰竭。

二、改善四系統病變，逆轉消除並發癥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並發癥，萬蜂牌巴

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能強化免疫系統，增
強免疫細胞活力，在病人體內形成一道保護血管、
神經、代謝、免疫的立體防治體系。

三、減少藥毒傷害，保護肝臟、腎臟
長期服用降糖藥會引發低血糖、酸中毒、刺

激腸胃、肝腎功能受損等很多副作用；萬蜂牌巴
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天然無任何毒副作用，
清除血液毒素垃圾，可保護肝腎，通過尿液排出
體內毒素，增強藥效，減少藥物的傷害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最大的

優勢在於綜合功效，能同時作用血管、神經、代
謝、免疫四大系統；單用萬蜂蜂膠（Multiflowers）
就可同時解決並發癥、穩定血糖、保肝護腎、祛
除耐藥性多種難題！避免了多藥同服的花費，就
能有效控制住並發癥、不用住院，省去了大筆醫
療費，而且越久越實惠！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是大自
然賜予人類最好的禮物，是您健康的保護神！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出品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通知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訂於中華民國一 0 五年 (2016年)六月

廿五日(星期 六)上午十時十五分，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 及上半年的慶生會，並同時收本年度的
會員會費。

會中除了各組工作報告外，並將請本會理事:左大為先生
為大家講述" 老人癡呆症之發現與預防"及曹友培教授的，三
分鐘救一生"，大家一起 來學習救助自己及家人的方法。

當天同時辦理收繳本年度會員會費15元;會員資料如
需更新;講於報到 時填妥2016年會員的資料普查表，
連同會費交給在場工作的服務人員。
隨後有擴大慶生會，為一至六月份生日的壽星會員

們慶生祝賀，壽星 會員另外可獲得一份實用美觀的生日禮物
。會後並備有便當、蛋糕及茶 水招待全體出席會員。

恭請本會會員充分發揮愛護榮光會的初衷，踴躍出席本
月廿五日的會 員大會，並引介具有愛國家，念鄉土，共同理
念的朋友人會。

中華民國休士頓榮光聯誼會全體理監事敬啟

中華保健中心、德州青商總會及休士頓亞裔
青商會
共同舉辦[長輩樂活生涯講習活動]
6月25日(SAT)上午7時45分至下午5時
雅苑6968 Howell-Sugar Land Road,Hous-
ton,TX.77083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召開
年度會員大會及上半年慶生會
6月25日(SAT)上午10時15分至中午12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16年會暨獎學之夜
6月25日(SAT)下午6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休士頓中華公所6月份會議
6月26日(SUN)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僑教中心203室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第25屆年會
6月26日(SUN)下午6時
珍寶海鮮餐廳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72

華夏學人協會 「可歌可泣的安徽抗戰」 專題
講座
6月25 日（Sat.) 上午10：00 至中午12：00
中國人活動中心

西畫社講座
6月 25 日（ Sat. )上午10：00-12：00
僑教中心203 室

華夏學人協會第26 屆 「 味全華夏杯」 乒乓

球團體比賽
6月25 日（Sat.) 早上8：30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

第七屆豐田盃＂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6月 26 日（Sun. ) 上午9：00
華夏中文學校

安良工商會健康養生講座
6月 26 日（ Sun.) 下午2：00
安良大樓二樓

活
動
快
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
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於6月18日星期
六上午九時至上午 10 時，在 10623 Bel-
laire Blvd. suite C280,Houston,TX.77072，
由翁珮珊主持專題講座，邀請該診所周
晶執業護士主講糖尿病，50多位僑界人
士共同參與。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是一種代
謝性疾病,它的特點是患者的血糖長期高
於標準值。周晶執業護士談到，高血糖
會造成俗稱［三多一少］的症狀：吃多
、喝多、尿多及體重下降。嚴重的長期
併發症包括心血管疾病、中風、慢性腎
臟病、糖尿病足以及視網膜病變等。糖
尿病分為三類：第一型糖尿病是由於身
體無法生產足夠的胰島素，是青少年糖
尿病，與遺傳有關。症狀尿多，不停喝
水，餓，年青，瘦弱，不能吃藥，必須
注射胰島素以控制血糖。第二型糖尿病
始於胰島素抵抗作用異常，成人型糖尿
病。發病晚，病因是體重過重，胖或缺
乏運動。第二型糖尿病可以使用口服藥
控制血糖，若有需要也可以搭配胰島素
注射。妊娠糖尿病，它指過去沒有糖尿
病病史，但在懷孕期間血糖高於正常值
的孕婦。易生10磅或以上小孩，母血糖
高，小孩長大成肥胖者，長大得糖尿病
。對於妊娠糖尿病的患者來說，血糖通
常會在生產後恢復正常。但今後發糖尿

病高，需控制飲食。不吃東西，正常的
血糖標準值是120 mg/dl,126以上是糖尿
病。100-125糖尿病前期緊鐘，注意飲食
，多運動，有些人不成為糖尿病。

周晶執業護士說明，糖尿病的症狀
，如多飲，多食，多尿，不停喝水，看
東西模糊，傷口慢好，易感染。一型糖
尿病很瘦，吃很多飲食，血糖很高，細
胞很餓。二型糖尿病比較胖，生產胰島
素不夠身體糖份，每年需作身體檢查，
過去120天平均血糖，檢查空腹血糖5.6
正常，但6.5以上是糖尿病，正常血糖標
準值是100以下，100-125糖尿病前期，
126以上是糖尿病。吃完東西2小時，血
糖140-200，糖尿病前期，超過200是糖
尿病。正常 5.7，過去 3 個月，126 正常
6.5。一型糖尿病，無法預防，基因，免
疫系統毛病，併發症洗腎，瞎眼。注意
飲食，打針，打胰島素，不要有併發症
。二型糖尿病預防，注意飲食，多運動
，測血糖，比較胖，如果能瘦百分之七
，有所幫助，對高血壓，高血脂有幫助
。一型糖尿病，注射胰島素。二型糖尿
病，生活改變，運動，教你如何吃，藥
片適合二型糖尿病而已。胰島素，依病
人情況給不同胰島素。一型糖尿病，測
一天4次10-24小時，晚上打一針，吃飯
前一針，3針短，1針長，醫生依每人情
況給不同劑量.二型糖尿病很多藥，周晶

執業護士說明研發糖尿病新藥優缺點，
供與會人士參考。

周晶執業護士提到，糖尿病併發症
，皮膚，眼瞎，神經麻木，腎功能衰竭
，截肢，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
脂，中風。皮膚易感染，內部感染時常
發生，身上癢，真菌與細菌有感染。眼
睛，青光眼，白內障，失明，糖尿病患
者，每年需看眼醫，眼底檢查。神經，
指尖，腳，麻木，不覺痛。尿失禁，陽
萎，腳感染最多，洗完澡，檢查腳。血
管硬化，儘量腳不要破皮。灰指甲，請
腳醫生剪指甲，很厚腳部。不停尿，增
加腎負擔，檢查尿有沒有蛋白質，有蛋
白質，腎有問題。人有二腎，如果只有
一腎可以生活，腎臟清理吃不好東西，
腎高 95%功能沒有。糖尿病有高血壓，
對心臟不好，心臟衰竭，心肌梗塞，神
經壞，陽萎，大小便失禁，胃酸，中風
比普通人多 1.5 倍。如何吃，多吃蔬菜,
沒澱粉的蔬菜,不吃白米，白麵包，吃全
麥，一星期吃二次魚，吃黃豆，吃豆腐
，吃新鮮水果，喝低脂牛奶，作好的運
動，如瑜珈，不要超重，每 3 個月檢查
平均血糖，在家測量血壓，多運動，改
變生活方式，飲食控制，吃藥，要做體
檢。最重要的就是早期發現糖尿病，早
期治療。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周晶執業護士應邀主講糖尿病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於6月18日上午9時
至上午10時，在該診所健康中心，由周晶執業護士主講[糖尿病]
。（記者黃麗珊攝）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於6月18日上午9時至上
午10時，由翁珮珊主持專題講座，周晶執業護士主講[糖尿病]，趙耿
偉醫師，馬護士關心僑界人士的健康。（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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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廚藝節目「明星愛廚房」
眾明星品嘗私房美食分享精緻生活

節目介紹﹕《明星愛廚房》是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拍攝製作的美食分享節目﹐節目由麥長青﹑岑麗香擔任主
持﹐邀請明星上節目分享美食經驗和做法﹐大家一起品嘗私房美食﹐閒話家常﹐分享精緻生活﹒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每周六上午9點半至10點首播﹐凌晨1點半至2點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經典歷史年代劇「闖關東」
民族大遷移的悲歡離合

劇情介紹﹕《闖關東》講述的是從清末到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一戶山東人家為生活所迫而離鄉背井“闖關東”的故事﹐
以主人公朱開山的覆雜﹑坎坷的一生為線索﹐其中穿插了朱開山的三個性格迥異﹑命運不同的兒子在關東路上遇到
的種種磨難和考驗﹒“闖關東”這種民族行為是中華民族特定歷史背景下被迫進行的民族大遷移﹐關東路上的闖蕩需
要經歷一次次的波折磨難﹐包括土匪﹑官兵﹑土豪﹑鄉霸﹑流氓﹑等等各色人物將陸續登場﹐給山東大漢制造各種各樣
的困難﹐在苦難之下﹐朱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產生出悲歡離合的故事﹒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節目首播時間是每周一至周五晚間8點半點至9點半﹐每周二至六凌晨5點至6點重播﹒
敬請關注收看﹒

美南電視介紹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优秀中
华诗词征集活动”于 6 月 9 日在广东中山
市启动。
　　本次活动由孙中山基金会、中华诗词
学会、中山市公共外交协会联合举办，政
协中山委员会办公室承办，广东省海外交
流协会、广东中华诗词学会等多个单位协
办 , 面向全球中化传统诗词爱好者征稿。组
委会执行主任、孙中山基金会副理事长吕
伟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活动旨
在缅怀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学习、继
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
志和进取精神，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振兴
中华格律诗词。
　　据悉，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中山基
金会荣誉会长叶选平任本次活动总顾问，
活动聘请了中国文化部原副部长郑欣淼、
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所长林从龙、中华诗
词学会常务理事古求能、中山大学教授林
家有等 12 名评委。
      今年 11 月 12 日为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日。启动仪式上，主办方称，本
次活动作为广东省及中山市相关纪念活动
之一，自活动启动之日起，向中华传统
诗词写作者征稿。作品要求以纪念、歌
颂、缅怀孙中山先生为创作题材，体裁
限格律诗词，新韵旧韵不限，每位作者限
送三首作品，作品需原创。版权费支付
分为一类两名、二类六名、三类二十二
名， 四 类 五 十 名、 优 秀 类 七 十 名， 其 中
一类两名各支付版权费人民币三万元，
二类六名各支付版权费人民币一万五千
元，其余奖项分别支付六千元、两千元、
五百元版权费。截稿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9 日，本次活动启动了相应的官网 ( 电脑
版：http://121.199.39.154:801/ 手 机 版：
http://121.199.39.154:801/wap) 及专用投稿邮
箱：zsscds@126.com，活动的获奖作品最后
将结集出版。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优秀中华诗词征集”
  在中山启动

新闻链接

      作为本次活
动主办方之一的
孙中山基金会，
成 立 于 1990 年
3 月， 以“ 推 动
孙中山思想的研
究、宣传和学术
交流；弘扬孙中
山先生‘振兴中
华’、‘天下为
公’的伟大精神，
促进中国繁荣统
一，增进国际和
平友好；践行孙
中山的‘博爱’
理 念， 开 展 公
益活动，促进社
会和谐与文明进
步”为宗旨，积
极举办了“孙中
山文化进校园”、

“‘天下为公’·两
岸行 --- 粤台优
秀青年学生修学
行”活动、粤沪
台三地“纪念孙
中山”学术研讨
会、两岸退役将
领和平书画展等
活动，并与有关
慈善机构合作举
办“爱心送光明”
活动，赢得社会
各界的广泛肯定
和支持。

the government.
Judicial reforms were smoothly pushed forward to improve transparency 
of judicial agencies, streamline legal proceedings to ensure the principle 
of "innocence until proven guilty" and to guarantee lawyers' rights.
Efforts were made to correct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ensure judicial 
departments perform their duties independ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December 2013, China abolished the system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n 2015, about 30,000 imprisoned criminals in four categories were 
pardoned or granted early release.
The latest revision to the Criminal Law, adopted in 2015, removed the 
death penalty for nine crimes,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rimes on which the 
death penalty is applicable from 55 to 46.
RELIGIOUS FREEDOM
From 2012 to 2015, the government canceled or adjusted 12 items related 
to religious affairs that had been subject to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In the four years, 200 million yuan was spent on the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religious facilities in Tibet.
By the end of 2015, 87 temples in Yushu, northwest China's Qinghai 
Province, which were damaged in a major earthquake in 2010, had been 
fully restored.
From 2012 to 2015, the government allocated nearly 15 million yuan to 
support and assist the repair and preservation of mosques and historic 
religious sites.
Religious workers are now fully covered by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By 
2013, 96.5 percent had medical insurance and 89.62 percent had pension 
schemes.
JOIN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FFORT

From 2012 to 2015, China has maintained constructive dialogues with 
several treaty bodies on its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bout human rights.
In 2014, China participated and passed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s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It also took an active part in 
multilateral human rights meetings hosted by the third committee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From 2012 to 2015, the country held more than 20 human rights dialogu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ustralia and Switzerland, as well as more than 10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s and exchanges with countries including Russia, Brazil, 
Pakistan and Cuba.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6) 

Last Tuesday,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released a report reviewing 
China's human rights progress from 2012 to 2015, accompanied by a 
commitment to furthering the cause.
China launched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2012-2015) in 
June 2012, following the inaugural plan for the 2009-2010 period.
The major targets and tasks outlined in the 2012-2015 plan had been 
fulfilled, as scheduled, by the end of 2015, according the repor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bout 48 percent of the binding targets and over 50 percent of the targets 
concerning the public's livelihood had been met or exceeded ahead of 
schedule, the report say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orporate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 [...] successfully 
charting a path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that] suits China," the report 
says.
Fulfilling the plan demonstrates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and confidence in the human rights cause and the hug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says.

China is one of 34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adopt an action plan o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dicating that this issu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a, 
said Zhang Xiaoling, director of the 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er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We Chinese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global effor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Zhang said.
However, the report admit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keenly aware of many 
challenges, for instanc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s still 
crude and it is still fraught with problems from 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untry is still struggling to deal with a big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issues related to medical, education, and elderly care; 
food and drug safe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nvironmen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t says.
The 2016-2020 action plan is being drafted and will be published soon, 
said Jiang Jianguo, head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t a 
meeting held to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12-2015 plan.
The new plan will be in tune with major targets and projects of the 
country's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he said.
"The priority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 will remain to be the 

right to life and development. We want all Chinese to have a shar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ang said.
The country will need to do more to alleviate poverty as around 50 million 
people still live under the poverty line, meaning they have a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less than 2,800 yuan (427 U.S. dollars) a year.
It will also need to push forward the rule of law so that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protect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rdinary citizens, while 
more resources are needed to protect women, children, senior citizens, 
ethnic minoritie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Zhang sai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WELFARE
From 2012 to 2015, faced with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challenging tasks of pushing reform and maintaining stability, the 
government has pushed for more efficient, fairer and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and worked to ensure that all people benefit fro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7.4-percent 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posted across the 2012-2015 period,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creased by 7.5 percent and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for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d by 9.2 percent annually.
During the period, 66.63 million people in rural area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Ordinary citizens have enjoyed mor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and better public services, while more efforts were made to 
realize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address polluti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thnic minorities, women,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ere improved.
PROMOTING RULE OF LAW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mprove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through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to realize people's rights to be 
informed, express their opinion, participate in state affairs and over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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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shows the new urban jobs (2012-2015), and the number of regions 
that increased minimum wages, and average rate of increase (2012-2015) in 

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of China (2012-2015). (Courtesy Xinhua) 

Graphic shows that by the end of 2015, the national anti-trafficking DNA 
database had helped over 4,000 missing children find their parents in 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of China (2012-2015). (Courtesy Xinhua) 

Graphic shows all targets and task set by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of China (2012-2015) have been fulfilled as scheduled in 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of 
China (2012-2015). (Courtesy Xinhua) 

Graphic shows that there were 10.884 milli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ceiving minimum subsistence allowances in 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of China (2012-2015). (Courtesy Xinhua) 

Graphic shows that 66.63 million people in rural area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in 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of China (2012-2015). (Courtesy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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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印尼爪哇島發生洪災與山體滑坡 致35人死

印度尼西亞島嶼爪哇中部發生的洪災與山體滑坡導致至少35人死
亡，還有25人失蹤。圖為受到山體滑坡影響的Banjarnegara村，村民
排隊離開災區。

巴西12歲貓咪與主人騎摩托出行
戴墨鏡扮酷

巴西裏約，一名摩托車手和自己12歲的貓“切奎尼奧”一起兜
風，據悉這只貓咪經常和主人一起騎摩托車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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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變暖太快作物“換代”滯後

一項最新發佈的研究結果警告，如

果不能加速培育新的品種，未來十年內

全球的農作物種植量將會下降。

該研究稱，全球氣溫上升的速度超

過了農作物品種培育的速度。因此，一

些重要的糧食作物將難以適應這個越來

越暖的世界。這對全球的糧食安全將形

成嚴峻挑戰。

這項研究的成果已經發表在學術期

刊《自然氣候變化》上。

新品種剛面世就“過時”
研究深入探究了氣溫上升對作物

生長期的影響。作物生長期指的是作

物從種植到收穫所需的時間。研究發

現，在更溫暖的環境中，作物生長期

會縮短。這意味著作物積累生物量的

時間大為縮短，農作物的產量也會受

影響。

在學術論文裏，

研究者稱，從 2018 年

開始，一些地區的作

物生長期將出現縮短

的現象。到 2031 年，

非洲的大多數玉米種

植區都將受到影響。

在 非 洲 ， 研 究 者 發

現 ，一個新的玉米品

種從開發、培育到真

正推廣種植，需要 10

年到 30 年的時間。等

到這些新品種投入種

植的時候，它們將面

對一個比育種時期更

溫暖的環境。

“在不同的地區，

作物產量的變化可能各有不同。但氣

溫上升帶來的影響是確鑿的。”文章

的第一作者、英國利茲大學教授安迪 ·

查理諾說：“比起育種時的預期來，

新的作物品種投入種植後的生長期肯

定會更短。因為它們在育種期間處於

較低的溫度下，種植時卻面對更高的

溫度。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品種剛面

世就‘過時’了。”

對策：在溫暖環境中育種
為什麼作物“換代”的速度跟不上

氣候變暖的速度？科學家們說，這種滯

後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導致的。比如，

同一區域一季能種植的作物數量有限；

政府要花時間對農作物試驗進行審核，

新作物品種的種子進入市場銷售存在種

種商業阻礙。總而言之，農民想要獲得

新的作物種子，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查理諾教授認為，應對這一挑戰的

方法是加快育種速度。另一方面，對未

來的氣候條件作出明智的預判、提前採

取措施也同樣重要。

“我們可以用氣候模型預測未來

的氣溫。”查理諾教授對英國媒體

說：“可以將升溫裝置放置在育種溫

室裏。這樣一來，新的品種從一開始

就 能 適 應 未 來 將 要 面 對 的 溫 暖 環

境。”他說，現在已經有人在做這方

面的嘗試。“我們團隊的研究如今又

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在溫暖的環境中

育種刻不容緩。”

同時，研究者們在辛巴威、肯亞和

衣索比亞實地考察高溫對作物生長期的

影響。他們收集數據，試圖找出能夠適

應溫暖氣候的農作物品種。

轉基因可能“拔苗助長”
有人提出疑問：轉基因技術能否加

速培育新品種？

“轉基因技術確實可以幫助人們

更快地獲得新的作物品種。”查理諾

教授說，“但是轉基因技術不能讓研

究者避開育種的測試要求。實際上，

採取了轉基因技術之後，測試的要求

還會增加。

因此，採用轉基因技術對加快新作

物種子上市的過程不僅沒有幫助，還可

能會起反作用。”

目前的當務之急是開發出更先進的

育種技術，以及增加在此類課題上的科

研投入。

“增加對農學研究的資助，發展

和傳播新的育種技術，這是人們應對

氣 候 變 化 時 所 能 做 的 最 明 智 的 投

資。”熱帶農業國際中心的安迪 · 賈

維斯博士說，“這方面的投資可以幫

助全世界的農民在應對氣候變化帶來

的難題時步步領先。全球糧食安全將

從中受益。”

學者們認為，這項研究對非洲以外

的地區也有借鑒意義，特別是對位於熱

帶的玉米種植地區。

小區業主“不待見” 社區醫養融合服務中心夭折
在小區內建醫養融合中心，尤其對於家有老人

的業主來說，看病、養老都更方便，而把醫養融合

延伸到社區也已是大勢所趨。

溫江 8號公館小區的業主，卻對小區建醫養融

合中心說不。

最近，成都溫江清泉南路 8 號公館小區的業

主十分鬧心——小區 16 棟要建一個醫養融合服

務中心。對於此事，多數業主表示反對，最終

醫養融合服務中心“夭折”了。業主們說，養

老機構裏經常生老病死，有些“不吉利” ;另

外，小區的公共資源會被佔用，環境和安全也

會有影響。

業主簽字：不同意
“要不是那天看到很多人在搬東西，我還

不曉得這件事呢。”15 棟的邱女士說，該小區

2014 年交房，本來開發商承諾 16 棟 1-3 樓將入駐

一個超市，可遲遲沒有動靜。幾天前，她看到

有人在往裏搬東西，“一問才曉得，是要建醫

養融合中心。”

“沒有徵求我們業主的意見，怎麼說建就建

啊?”邱女士立馬找到物業工作人員。對方指了指

辦公室外公告欄，“我們貼出來了，而且往每個業

主登記的地址都寄了一份。”

從小區貼出的通知上，邱女士得知，小區內要

設立“光華社區醫養融合服務中心”，區域內的居

民都可在此看病就診。對此，邱女士沒有猶豫，在

意見書上簽下了“不同意”。

小區不少業主在得知此事後，都是一樣的態

度：不同意。

擔心什麼？發生意外

16 棟 1 樓 -3 樓是商業用房，除了臨街的一

道門，在小區內同樣有門，可以直接進入小

區。透過玻璃門往裏看，單層面積大概 1000

平方米。

在小區花園內，不少業主正帶著孩子玩耍。

說起即將入駐的醫養服務中心，16 棟 2 單元的

王女士有些激動：“就修在我們樓下，以後娃

娃下樓耍，把老年人碰倒了，這個責任我們負

不起。”王女士的孫子還不到 3 歲，正是喜歡到

處亂跑的年紀，她擔心大量老年人入住後，孩

子玩耍會受到限制。

業主李女士認為，醫養中心一旦建成，看病的

人進進出出，小區安全問題不說，自己出了錢的公

攤面積，難道也要無償送出?

顧忌什麼？生老病死

照理說，小區內就可看病、養老，對於一

些家裏有老人的業主來說，應該更方便。不

過，家有 80 歲母親的業主盧先生也投了反對

票。“小區出去，走個七八分鐘，就有一家

社區醫院，設備齊全得很，為啥這裡還要再

弄一個?”

幾位業主打聽到，這個醫養服務中心，原本是

要設在附近的一個小區的，“那邊業主不幹，才把

它‘趕’到這裡來的。”業主們擔心，醫療廢棄物

可能污染小區環境。

對於醫養服務中心的入駐，多數業主最過不

去的，還是自己心裏的那道坎兒。既然是醫療和

養老融合，那麼住在這裡的，多半是上了年紀且

身體不好的老人，“難免會遇到生老病死，經常

遇到這些突發狀況，多不吉利，情緒肯定會受到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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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按QR code，可直接提取後進
入報名網址

一等獎
Apple
iPad Mini

爸爸媽媽們，我們都知道美國大
學申請是一條漫長的路，涉及到考
SAT，寫Essay，準備Resume。

但是，你們知道亞裔學生申請美
國名校的現狀嗎？

你們瞭解美國大學申請的詳細步
驟時間表嗎？

你們知道大學申請準備過程中的
關鍵技巧嗎？

你們瞭解申請過程中需要突出學
生什麼方面的特長嗎？

你們清楚學生貸款申請的技巧和
麵試資訊嗎？

請參加7月9日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2016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達拉
斯站，讓資深美國大學申請顧問與名
校學生代表為您
解鎖美國大學申
請相關技能！(備
有免費午餐及獎
品！）

2016 麥當勞
升學教育展
亮點介紹

相信很多人
都聽說過麥當勞
升學教育展。這
是一個旨在幫助
亞裔青少年學習
瞭解美國大學入
學要求、提供學

生/家長建設性方法的大型教
育公益講座。如果您還不瞭解
麥當勞教育展，看完以下走進
美國 CheerinUS.com 精心歸納
整理的麥當勞教育展亮點介紹
，您一定會有興趣來參加的哦！
亮點1名師解密名校錄取
秘籍

以 2015 年麥當勞升學教
育展為例，哈佛大學校友 Da-
vid Kusin 和 Rossi Walter，密蘇
裏大學校友Josh Fulton，埃默裏
大學校友 Peter Fan，麻省理工
學院校友 David Liu，和德州大
學達拉斯分校校友RogerHung
分別講述了家庭教育、入學須
知、collegeessay、面試和資金補
助五個話題。他們獨到的見解
使得台下家長和學生們茅塞頓

開。
亮點 2 新晉優秀大學生代表實
例分析

每年麥當勞教育展都會邀請剛剛
踏入美國常春藤名校的優秀亞裔大學
生代表分享自己的大學申請經歷，並
現場解答家長和學生的提問。
亮點3麥當勞現場獎品，免費等
你拿

作為每年活動最大贊助商，麥當
勞準備了不少精美獎品哦。優惠券？小
禮物？麥當勞紀念品？只要你來現場參
與我們的活動，數不盡的麥當勞禮品
等你拿！
亮點4大獎、獎學金等你拿

所有現場家長和學生都
可以參與現場抽獎！一等獎
AppleiPadMini，二等獎美南
獎學金五名（每名$100)，豐
厚的幸運獎品等你領回家。
有收穫還有獎品，這樣的活
動怎能錯過？

家長/學生怎樣參與麥
當勞升學教育展？

2016 年度麥當勞升學教育展啓
動綫上綫下報名模式：網絡報名&填
寫諮詢問題+現場參加&提問。前20%
網絡報名觀衆的諮詢問題將獲得“解
答優先權”!抓緊時間！

到走進美國活動網站報名並提出
希望解答的問題：長按QRcode，可直
接提取後進入上述報名網址。
聯繫郵件：info@cheerinus.com
聯 繫 電 話 ： 469-732-0074|
469-412-2862
活 動 地 址：JohnPaulIIHighSchool，
900CoitRd.，Plano，TX75075( 從 Pla-
noPkwy入口進入）
活 動 時 間：7 月 9 日（星 期 六）9:
00am-5:00pm
活動費用：免
費（包含免費
午餐、飲料）

展位招商啟
動！

麥當勞升
學教育展展位

招商也火熱啟動了，數量有限，欲購從
速！
參展範圍：

教育培訓等企業或個人（例如：
Pre-CollegeInstitute， TutorshipOrga-
nization…)
展位規模：

教育培訓展位15個（尺寸：8’*2.5
’，配 2 張椅子，自行携帶商家桌布以
及宣傳海報，在活動當天9:00am以前
布置妥當。）

展位價格：
$300
ProgramBook價格：
Fullpagecolor$500
Halfpagecolor$300
Frontcoverfullpagecolor$2，000(includ-
inglogoonallpromotionalmaterial + one-
boothattheevent)

詳細信息諮詢，歡迎聯繫電話
469-732-0074, 郵 箱 info@cheerinus.
com(cheerinus供稿)

2016麥當勞升學教育展來了
這裏有您和孩子需要瞭解的一切

2015年麥當勞升學教育展會場獎品豐富，怎能錯過

QS160623B達福社區

阿 彌 陀 佛 關 懷 中 心 (Amitofo
Care Centre，簡稱ACC)所助養的非洲

孤兒，將於 7 月 17 日下午 3 時假李察
遜市的 Eisemann Center(2351 Perfor-

mance Drive，Richardson TX
75082)演出一場“感恩之旅

“慈善巡演，這17位9歲至18
歲不同年齡的非洲孩子，利用
暑期假日飛至各地，藉由表演
向廣大的華人助養者傳達他
們的謝意，由於助養者的關懷
和支持，他們因此而得以溫飽
和受教育。

阿彌陀佛關懷
中心是由台灣人創
辦的國際非營利組

織，這幾年在中華民國外交部及僑委
會與各地台商會的支持贊助下，足迹
遍及了台灣、日本、美國、加拿大、巴西
、巴拉圭、南非、模裏西等國，受到當地
僑民熱烈歡迎。這是他們第二次到達
拉斯，相信當您見到這些非洲孩子努
力學習我們中華文化，唱中文歌曲，打
中國功夫，背誦四書五經，弟子規時，
這些熟悉的表演定會令我們憶起家鄉
台灣的可愛，而感受滿心的溫暖。更會
因他們的生動演出而展現了台灣在非

洲的慈善教育，文化弘傳的具體成果，
讓台灣的愛飛揚起來，也讓孩子們的
夢想成真！

這次的慈善演出活動由達福台商
會主辦，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UTD
Asian Center，世台基金會及達拉斯國
際基金會(GDIF)協辦，南非榮譽大使
Helen Giddings 德州辦公室的協助與
支持，以及中華民國外交部和僑委會
的指導，所有善款收入將由達拉斯國
際基金會代收，轉交世台會以便統一
全美巡演後再轉送ACC。贊助票每張
20元，如善款超過100元以上者，可開
立減稅收據。如有任何疑問可洽達福

台商會王嘉玲：214-536-3968，欲購
贊助票可與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聯絡
972-480-0311(達福台商會供稿)

讓愛飛揚讓夢成真非洲孤兒感恩之旅
7月17日在李察遜市演出

目的：闡揚我國書畫藝術，緬懷先賢書
畫藝術成就，提升生活品質，聯絡僑胞
感情。
時間：2016年7月9日（週六）至7月22
日（週五）。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大廳。
開幕：2016年7月9日上午10時30分。
內容:
書法：晉王羲之: 蘭亭序（神龍本）”國
父孫中山之“天下為公”，“繼往開來”。
蔣中正總統之“精誠愛國”，“繼往開
來”。邵元沖之“滿江紅”。于右任之草
書：高拜石篆書”。

繪畫：清明上河圖（清乾隆宮廷本）。金
朝武元直“赤壁圖”。明朝邊文進：“春
花三喜”。清朗世寧之“百駿圖”。清王
翬之“山水”，“紅林秋齋”，“溪山春落”
。清董邦達之“仿趙令穰春山翠靄”。近
代張大千之“慈湖圖”，“荷花”，“嘉耦
圖”。藍蔭鼎之“聖域清淨”。黃君璧之

“山水—直”，“山水—橫”，“高崖飛瀑”
，“群峰疊翠”。趙松泉之“牡丹花鳥”。
邵幼軒之“牡丹”。歐豪年之“吼處朗生
風”。胡克敏之“牡丹”。以及由葉公超、
金勤伯、邵幼軒、高逸鴻、胡克敏、趙松
泉恭繪，馬壽華補竹題字的“四季常春

圖”。再有由梁中銘、梁右銘、李康、陳
丹誠、李奇茂所恭繪之“國父在台灣”。
總統蔣公米壽（88 歲）台灣多位名畫
家合作恭繪之：海岳中興圖及
彝倫攸敘圖，更值得一觀。
註釋：展品皆為歷代書畫名家
之精品，一次展出，機會難得。
開幕典禮後隨即放映：“會動
的清明上河圖”影片10分鐘，
是水晶石數字科技團隊動員
2000 人，費時兩年，所製作的
聲、光、色兼俱的創世紀作品，
為 2010 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

鎮館之寶，參觀隊伍長達一公里以上，
值得一看。
主辦：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

協辦：中美文化交流協會；達拉斯華人
活動中心。

歡迎參觀。(中華書畫會供稿)

中國歷代書畫名家作品複製品展公告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TAA-South Region
Summer Conference」預訂在2016年7月1日至3
日在達拉斯舉行，今年的演講人員陣容堅强，包
括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女士、名作家馮光遠先
生、前臺聯立委周倪安女士、年輕的基進側翼重
要成員沈清楷及陶漢先生、前民進黨國際部副
主任Ketty Chen均將從台灣來到達拉斯參加夏
令會並發表專題演講。另外，紐約市立大學經濟
學家周鉅源教授亦將於會中就「跨太平洋經濟
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 做分
析，讓大家對這個多邊貿易協定可能帶給台灣
經濟的前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達拉斯地區選
出的聯邦眾議員Pete Sessions(R-TX)也已應允
擔任夏令會的主題演講人，他是美國國會台灣
連綫的成員，長久以來一直在國會關注並支持

台灣議題。
今年夏令會也安排青年團節目，包括吳明

基教授將帶領孩子們認識「台灣同鄉會」(TAA)
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等組織，讓孩子
們瞭解父母親所參加的在美台灣草根組織的歷
史來源，進而讓年輕人可以積極參與並延續組
織的活動力，甚至加以創新延續。另一個節目是
由陳香梅女士為與會者及孩子們，說說阿公阿
嬤那個年代流行的台灣歌曲及民謠，如丟丟銅
仔、望春風，直到現在年輕人喜愛的台語流行音
樂，讓大家能藉由音樂欣賞更認識台灣。

今年的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由達拉斯台灣同
鄉會主辦，舉辦場地位在交通方便、乾淨舒適的
Sheraton Dallas Hotel by the Galleria(4801 LBJ
Freeway，Dallas，TX 75244)。

今年美南夏令會籌備會總幹事劉杏芳女士
表示，今年夏令會的主題是「轉型正義，點亮台
灣」。希望經由各位主講人的分析及大家共同的
討論，以這個主題互相鼓勵，增加我們對台灣的
信心，增進個人的成長，並集思廣益，思考提昇
台灣社會公平正義的可行方式。

依照往例，夏令會的星期六晚上將舉辦另
大家興奮又期待的「台灣之夜」，精釆的表演節
目是由各地同鄉會提供。今年的特別節目是由
住在洛杉機、台美人第二代的 Mary Liao 來表，
Mary 是全美知名的手搖鈴 (Hand Bells) 音樂家
，經常在全美各地演出。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係由德州及路易西安那
州等8個台灣同鄉會 (包括Austin，Baton Rouge
，Clear Lake，College Station，Dallas，Houston，

New Orleans，San Antonio)於
每年夏天輪流主辦，自 1970
年代至今已有超過四十年的
歷史。鄉親們利用暑假期間，
藉由交誼相互認識，並邀請台
灣及美國各地知名人士針對
台灣重要的政治、經濟及社會
議題發表演講，並與與會者進
行互動討論。大會並安排其他

柔性議題講座，包括醫藥健康、婦女、人權、生活
、產業科技等。

美南夏令會籌備會在此誠懇邀請各地台灣
鄉親，務必預留時間，及早報名，準備來Dallas 聽
演講、吃台灣宵夜、欣賞台灣之夜節目及認識同
樣是來自台灣的朋友。有關夏令會報名方式、節
目籌備進展和講員介紹等訊息，請至達拉斯台
灣同鄉會網站WWW.TAADFW.ORG查詢。

夏令會籌辦期間，若您有任何問題或建議，
請Email至TAA2016CAMP@gmail.com或電話:
總幹事 :劉杏芳(214) 727-8562
副 總 幹 事 : 詹 正 治 (469) 814-0804/ 黃 子 偉
(972) 322-0101。(台灣同鄉會供稿)

呂秀蓮前副總統及名作家馮光遠
應美南夏令會邀請來達拉斯演講

B9醫生專頁
星期四 2016年6月23日 Thursday, June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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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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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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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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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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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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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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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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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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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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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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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華府新聞日報黃瑞禮報導】第三屆選擇
美國投資高峰會（2016 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6月20, 21日在華府舉行，台灣外貿
協會董事長梁國新率領龐大隊伍與會，中華
民國新任駐美代表高碩泰於6月19日(星期日)
在華府設宴歡迎台灣代表團，會場冠蓋雲集
，場面熱烈。

歡迎晚宴是在華府W飯店舉行，由駐美代
表處經濟組組長陳寬享主持。

最近剛從義大利前來華府履新的高碩泰代
表，致詞時特別感謝美國商務部、國務院和

美國在台協會大力協助，促成台灣代表
團前來參與投資峰會。他強調，台灣代
表團來自各行各業，充分展現出旺盛的
經貿活力，也顯示出台美雙邊投資與貿
易的密切關係。他重申了新任總統蔡英
文所說的：台灣是?得美國信賴的夥伴。
在這個基礎上，他相信台美關係會順利
推展。

曾經在今年5月訪問台灣，並會見蔡英
文總統的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賈朵德
（Marcus Jadotte）表示，今年出席選擇美

國投資高峰會的代表團，以代
表團人數及其國家人口的比例
來看，台灣代表團勝過其它各
國，名列第一，對於台灣的熱
烈參與，他深表歡迎。他強調
，美國是一個友商的市場，透
明、開放、公平，更重要的是
全球最大的資金市場，外商在
美國創造了1200萬個職位。他
說，選擇美國投資峰會是商務
部服務外商的一環，他歡迎有意在
美國投資的企業隨時洽詢商務部及
其所屬駐外單位。

台灣外貿協會董事長梁國新致詞
時表示，台灣的外貿在去年創造了
新的里程碑，成為美國的第九大貿
易夥伴，台灣在美國的投資也為美
國創造了22萬個職位。他強調，台
灣代表團聲勢浩大，象徵著台灣外
貿的旺盛力，並積極尋求投資美國
的機會，他感謝美國相關部門的大
力相助，使代表團順利成行，拓展

投資貿易之路。
即將奉派擔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的國務院

經濟商業事務局首席副助卿唐偉康（Kurt
Tong）、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Ray-
mond Burghardt)，以及從台北趕來參加的美
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梅建華，都應邀
在晚宴中發表談話，歡迎台灣代表團。

同時，全美17個州的經貿代表也出席了晚
宴，這些州分別是加州
、科羅拉多州、德拉瓦
州、印第安那州、愛我
華州、堪薩斯州、馬里
蘭州、麻薩諸塞州、密

西根州、明尼斯達州、內布拉斯加州、紐澤
西州、北卡羅萊納州、俄亥俄州、羅德島州
、德州和威斯康辛州。

晚會的司儀是 Ariel Chao 和美國商務部的
William Bobseine，華裔的 Ariel 使用英文，而
美國人William則使用中文，流利的語言，配
上風趣的對白，為晚宴帶來別開生面的氣氛
。

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台灣代表團聲勢浩大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華盛頓
19日專電）AIT台北辦事處長梅
健華今天被問及美豬議題時說
，盼美台間能解決更有挑戰的
議題。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
泰則說，台灣想參與TPP，會把
事情做好，和美國合作，完成
任務。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今晚設
宴，為參與第三屆 「選擇美國
」（Select USA）投資高峰會的
台灣代表團接風，梅健華（Kin
Moy）偕同夫人陳舲舲與會，不
久前剛訪台、並與總統蔡英文
會面的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賈
朵德（Marcus Jadotte）也與宴。

梅健華接受台灣媒體採訪時
說，在美台經貿關係上，他認
為，台灣新執政團隊就任，就
代表了新的機會，而台灣這次
有近 70 人組團、參與 「選擇美
國」投資高峰會，是所有參與
國家中規模第二大的，這也是
總統蔡英文就職後台灣代表團
的第一次參加，是非常特別的
機遇。

談到美台雙邊是否會藉這次
峰會討論豬肉議題，他非常謹
慎的說，這不是要在 「選擇美
國」高峰會要談的主要話題。

但梅健華指出，台美貿易關
係涉及範圍非常廣，台灣是美
國第9大貿易夥伴，美國是台灣
第2大貿易夥伴，雙方之間有很
多議題可討論，其中確實有許
多更具挑戰的議題需要完成，
「我們也希望能解決」。
在晚宴開始前致詞，他則主

動談到媒體追問他豬肉議題，
還開玩笑地說，原以為回華府
可以躲開豬肉議題，但顯然不
是這麼回事，還笑稱，華府就
是 「世界的豬肉之都」， 「在

華府，除豬肉之外，我們什麼
都不知道」，隨即話鋒一轉又
說，可以問問美國國會眾多議
員們，就知道答案。

梅健華的這番話，表達美國
行政部門面對來自國會壓力的
用意深刻。

高碩泰致詞時則說，持續促
進台美雙邊的經貿投資與貿易
，是互利互惠的，新政府會盡
一切努力，追求 「互利互惠」
的經貿連結，而要達成美台雙
方的共同目標，他再度提到台
灣希望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高碩泰表示，台灣希望參與
TPP是對的事， 「我們也會把事
情做好」（do the thing right）
，台灣作為值得信賴的夥伴，
會和美國合作， 「完成任務」
。

賈朵德在受訪時則說，希望
美台間經貿往來能持續成長。
至於台灣參與 TPP 的可能性，
他則指出，美國現專注於說服
國會通過 TPP ，而包括台灣在
內也有很多亞洲國家表達有興
趣加入 TPP ，他相信這樣的表
態是有助於加入的可能性的。

第三屆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
19 到 21 日在華府舉行，這是美
國總統歐巴馬任內推動招商引
資的投資峰會，而台灣今年由
外貿協會董事長梁國新率領來
自 47 個企業的工商團體及企業
領袖參與。

今晚歡迎晚宴，包括即將赴
香港擔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國務院經濟商業事務局首席副
助卿唐偉康（Kurt Tong）、美
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薄瑞光
及 17 個美國州商貿代表也共襄
盛舉。

梅健華：盼解決更有挑戰議題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華盛頓19日專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
席薄瑞光說，總統蔡英文將第一次過境美國，美國會照往例、
採完全相同規格，處理蔡總統的過境事宜。

蔡總統即將於6月24日到7月2日出訪、展開 「英翔專案」，
這是她上任後首度出訪友邦，將訪問巴拿馬及巴拉圭，並過境
美國邁阿密、洛杉磯。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19日晚間設宴、歡迎台灣代表團參與第
3 屆 「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
也出席，他在會後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做上述表示。

被問到有關蔡總統首度過境美國、美方的相關安排及考量時
，薄瑞光說，美國將會依照往例、採取完全相同的規格，處理
蔡總統的過境事宜，包括蔡總統將和台灣僑胞相聚等。

被問到蔡總統是否會和哪些美國官員通電話？薄瑞光則稱，
美國不會公開討論這件事情。

依照往例，薄瑞光將前往接機，而美國國務院也已經表示，
美國會基於安全、舒適性、便利性及尊嚴為考量，處理蔡總統
過境的相關事宜。

至於蔡總統上任後、美國對兩岸關係現狀的看法？薄瑞光則
說，從北京和台北雙方各自的評論，大家應對相關情況有所瞭
解，他不認為美國在這一點上還能再多闡述或評價些什麼。

薄瑞光：照慣例同規格接待蔡英文總統

台灣外貿協會董事長梁國新(左)與駐美代表高碩泰(右)

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Mr. Raymond Burghardt)

國務院經濟商業事務局首席副助卿唐偉康

商務部助理部長賈朵德(Marcus Jadotte) 美國在臺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梅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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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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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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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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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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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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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XX

佛
跳
墙

主料：

五头鲍 1个 煮好剥去壳的鸽蛋 1个

花菇 1个 中型干贝 3－4粒

火腿１块约 15克 海参 2个

辅料：

花胶２条 浓汤 鸡粉 鸡汁 姜汁 绍酒

胡椒粉

佛跳墙的做法步骤

1.将所有主料分别用姜汁与绍酒焯一下水

2.将所有的主料放入炖盅内（如果你用的是活鲍，先别放）

3.浓汤用鸡粉、胡椒粉、鸡汁调味，倒入盅内

4. 将盅密封好，上笼蒸２小时即可（如果你用的是活鲍，在最后放入，放入后盖好盖再蒸最多１０分钟

即可）
温馨提示

1、鱼翅是软骨鱼类的鳍和尾的软骨组织部分，可分为鲨鱼翅和鳐鱼翅两大类。其营养成份主要以胶原蛋白

为主，一般在海产品的干货市场有售，价格贵贱都有，便宜的建议使用黄肉翅为好，此翅骨少肉厚，此翅虽出

翅率不高但肉多，而出翅率高的价格很贵，如天九翅、沙虎翅等价格不菲，天九翅鲁菜管叫劈刀翅（过不了多

久，可能国家就会禁售此类食材）。

2、“佛跳墙”里面的用料没有统一规定，通常都以海产类和山珍类各占一半。海产类如；鱼翅、鲍鱼、乌参、瑶

柱等为主，山珍类早已不用了，一般都用鸡肉、牛蹄筋等代替，通常使用如；牛蹄筋、熟鸡肉、鹌鹑蛋（或鸽

蛋）、香菇（羊肚菌）、冬笋、猪前肘等。

3、此菜，过去是使用酒坛加绍酒来焖制的，一坛有十几斤，供十几位同享，现在都用专用的小罐来制作。制作

此菜一定要用绍兴的花雕酒或加饭酒才行，“佛跳墙“本身就是一道传统的含有酒香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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