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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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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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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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

美食美客秀主婦私房菜 阿根廷紅蝦輕鬆上桌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28日錄製第21集﹐

由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展現精湛廚藝﹐帶來兩道私房菜「蒜蓉蒸阿根廷紅
蝦」和「墨西哥沙拉」﹐教觀眾簡單在家作料理﹒精彩內容﹐全在下周一晚間7
點半到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關注 美食美客

蒜蓉蒸阿根廷紅蝦及墨西哥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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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洲菩提中心四月三日舉行
報恩孝親清明法會

【本報訊】美洲菩提中心將於4月3日（星
期日），於報恩塔舉行報恩孝親清明法會。

清明法會將於上午十時開始，德州佛教會
會長淨海師父、美洲菩提中心住持宏意師父及
諸位法師，將帶領大眾虔誦《阿彌陀經》及念
佛回向，超薦歷代報恩孝親清明法會先人往生
極樂淨土。報恩塔法會圓滿後，大眾將一心稱

念彌陀聖號經行至明心堂丹墀（禪堂前），法
師們將為所有信眾祈福。午間，菩提中心備有
素齋便當與大眾結緣。齋後，大眾可於中心隨
喜，追隨法師於林間經行、踏青。

菩提中心將於是日設置超薦牌位，以方便
沒有供奉亡者靈骨於追思堂之大眾，能藉此因
緣將法會功德回向亡者，功德隨喜發心。若有

任何詢問，請與玉佛寺辦公室聯絡，電話：
281-498-1616；或美洲菩提中心辦公室，電話
：979-921-6969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3 月 26 日 六 9:30am ~ 4:00pm 大悲祈福法

會 玉佛寺觀音殿–禮拜 「慈悲三昧水懺」 (敬
備午齋結緣)

10:00am ~ 12:00pm 觀音菩薩聖誕法會 玉佛
寺大雄寶殿

3 月 27 日 日 (敬備午齋結緣)
1:30pm ~ 3:00pm 觀音普佛 玉佛寺觀音殿
地址: 37979 FM 2979 Hempstead TX 77445
網址: www.jadebuddha.org

在中美寺舉辦的星雲大師書法作品展覽現場。

【 本 報 訊 】 汝 楨 藝
苑--言雪芬戲曲之家，每
年都為曉士頓社區敬老作演
出。是次已定於 4 月 23 日(
星期六），在中國人活動中
心大禮堂，舉辦 「敬老同結
紫釵緣」粵劇粵曲節目，免
費招待各僑胞長者及粵曲愛
好者，藉以推廣中國傳統藝
術。

＂藝苑"各成員在導師

言雪芬指導下，以
業餘的努力學習，
並具有專業的訓練
毅力, 各界人士對藝
苑年來演出的成 績
， 贊 賞 不 已 。

各僑胞長者如
欲索取當天的入埸券，請向
所屬的長者中心登記取票，
座位有限，只許一人取一票
，額滿即止。請留意：登記

日期(3 月 21 日---4 月 1 日
）止。

電 話 查 詢 ： 昌 小
姐 713-259-1170 葉 小 姐
832-613-2828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
( 中國傳统廣東粵劇曲藝---敬老日 ）

才子佳人: 李益－霍小玉

紫釵記之拾釵結緣造型照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3 月27 日舉行
觀音菩薩聖誕法會

【本報訊】欣逢觀世音菩薩聖誕，德州佛教會
將於3月27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於玉佛寺大雄
寶殿舉行 「祈福發願觀音法會法會中將虔誦《觀世
音菩薩普門品》，並恭請德州佛教會副會長宏意師
父，以 「菩薩眼中的有情人」為題，為大眾開示；
同時將恭請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師父，為會友信眾
祈福祝願。

同日下午1：30，於玉佛寺觀音殿共修 「觀音

普佛」。
法會期間，玉佛寺設有消災祈福延生祿位，歡

迎會友大眾發心登記，為親友消災祈福若有任何詢
問，請與玉佛寺辦公室聯絡，電話：281-498-1616

地址:6969 West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498-1616
網址：www.jadebuddha.org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休市有十年歷史的
「光新地板」（Lightsome Flooring）近期又遷址

至Stafford 的Greenbriar Dr.舊址從Murphy&59號公
路過去，不到五分鐘的車程，方便新老客戶前往
看貨，選料。

「光新地板」專門推出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
，甲醛含量超低。有複合地板，防水地板，1.29
元起，實木複合地板 2.49 元起，以及 12mm 複合
地板包工包料2.29 元起，實木地板包工包料4.99
元起，該店其他還供應地毯，地磚，花崗石台面，請新老客戶找熱誠友善的女主人Jan Gao，洽商，
她一定給您滿意的規劃及價格，讓 「光新地板」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光新地板」的營業時間為週一至週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週日（請預約），該店地址：
3838 Greenbriar Dr.Stafford TX 77477，電話：（281）980-1360 傳真（281）980-1362 ，Email：jan-
gao2002@yahoo.com

光新地板，十年老店，材質一流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Excluded Clean-up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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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兒童節目「快樂童年」快樂小廚
展廚藝 7月2日本周六播出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網華語頻道15.3台﹐該
集節目由 Katy GT Academy贊助播出﹐娟子擔
綱主持的全新兒童節目「快樂童年」﹐本周六將
播放「快樂小廚」主題﹒該集讓參加錄影的小
朋友展現廚藝﹐教觀眾朋友輕鬆做簡單料理﹐
請觀眾持續關注﹐鎖定本台節目宣傳﹒

節目首播是周六黃金時段晚上 8 點到 8 點半﹐
周三上午 9 點半到 10 點重播﹐每月兩次﹐隔周
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關注﹒

美南電視介紹

快樂童年主持人娟子(中)與小朋友交流做菜技巧﹒
左起陳柔冰﹑陳睿恒﹑主持人娟子﹑韓明希﹑任

熠凡﹒

快樂小廚錄影花絮﹒

錄影花絮﹒ ﹒

快樂小廚錄影花絮﹒

(本報訊)今年國慶日長周末預測將有4300萬人外出
旅遊，民衆若想出門透氣卻又不知道該至何處，不妨可
從 「臉書」上找點子。

目前 Facebook Feature Events 功能僅在美國的波士
頓、芝加哥、達拉斯、休士頓、洛杉磯、邁阿密、紐約
、舊金山、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等十個城市、向iOS用
戶率先推出。

臉書在27日推出一個新的特色，以協助居住在全
美各大城市的用戶，尋找哪裏有舉行大型的公衆活動，
例如展覽、音樂會或是本地的節慶活動。

Events(活動)原先就是 Facebook 平台中提供的功能
，可以讓用戶接收來自朋友的活動邀請，或是發起活動

並邀請朋友參與，此外也可以搜尋有興趣的活動，了解
當地近期動態。然而或許Facebook覺得這樣還不夠，因
此他們選定了美國十個城市，來嘗試推出由編輯精選的
特色活動，讓有意為自己閒暇時間安排計畫的朋友，有
更多優質的選項。

據了解，被列在 Feature Events 當中的活動，乃是
Facebook編輯選出的，以活動對大衆的吸引力作為標準
，原先就有不少人會主動想參加的活動，最有機會優先
入選。

Feature Events的活動類別也有十種，分別是藝術、
娛樂、家庭、節日、健身、食物&飲料、學習、社區、
音樂和體育賽事等，可說是包羅萬像。

周末長假玩什麼
臉書推出 「Feature Events」 搜尋工具

(本報綜合報道) 日前發生在Katy的一位母親槍殺兩女
兒槍案調查又有新的進展，根據福遍警方本周三對外公布
的消息，42歲的Ann Sheats Wooten上周五為了懲罰與自己
即將離婚的丈夫45歲的Jason Sheats，不惜在Katy自家門前
親手槍殺了自己的兩位女兒，以此作為代價。

警方稱，槍手這樣做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她就是要其
丈夫遭受這種喪女的精神折磨，讓其丈夫的後半生備受煎
熬，因為她十分了解他的丈夫對自己的兩個女兒感情相當
深厚。

上周，一家四口人當中，只有這位父親逃到街道的一
個封閉角落才幸免被殺。警方對這位新春的父親進行了個
人的調查，這位父親也承認，槍手Christy Sheats已經達到
了懲罰他的目的。

根據報告，當天是兩個女兒的父親45歲的 Jason Sheats
的生日，但在家中發生了爭執，兩個女兒和其父剛從家門
想要出來，17歲的女兒就被其母當場開槍殺死在家門口。
姐姐Taylor Sheats衝到街道，據目擊者稱，其母親回到屋
內重新裝上子彈走到屋外，並對Taylor連發多槍。

當天，警方接到大量的報警電話迅速趕至現場後，發

現 22 歲的 Taylor Sheats 和 17 歲的妹妹 Madison Sheats 倒在
街道上，警方在現場看到Wooten正手持一把手槍，警方
在她拒絕放下武器後開槍將她擊斃。

槍手Christy Sheats存在精神病史並且還曾因為自殺被
送往醫院治療。警方表示，休斯頓地區在過去四年內有14
個緊急求救電話，其中三個涉及企圖自殺的案件，但是像
此次Christy Sheats冒險槍殺自己兩個孩子的命案還屬於第
一次。據稱，Christy Sheats也是一位積極支持擁槍權利的
倡導者，在她的臉書上多次顯示她支持擁槍的觀點。

並且槍手受到憂郁症纏繞，狀況更是隨著其父在2012
年的死亡更加糟糕，同年，她失去工作並且酗酒加劇。她
常常對自己的大女兒非常惱怒，促使女兒和其男朋友分手
。

在對外公布的警方911電話錄音中，父親Jason Sheats
曾在現場懇求槍手不要傷害自己的家人。

另外，據臉書上的調查，昨天星期一還是22歲的女兒
Taylor Sheats計劃和已經戀愛四年的男友結婚的日子，家
人曾計劃舉辦慶賀典禮。

英國廣播公司（BBC）28日報導，美國國土安全部上周提
議，以免簽方式前往美國的各國 民衆需交出社群媒體檔案。

BBC報導，根據提案，在更新後的申請表格中，申請者需
說明自己使用哪些社群網絡與 「社群媒體帳號」，例如 使用者
名稱，但此項目屬於選填（optional），申請者可自行決定是否
要填寫這些資料。這項方案由國土安全部所轄的 邊境保護局提

出 ， 上 周 四 加
入聯邦公報。

根 據 這 項
方 案 ， 旅 客 選

擇交出的資料將用於 「檢查與連絡申請人」。邊境保護局在進
一步決定是否實施此案之前 ，將征詢公衆意見60天。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 「民主科技中心」技術長霍
爾表示： 「即使可自由選擇，赴美遊客很難不填寫這些 資料，
因為他們擔心可能因此無法入境美國。」

霍爾認為，這項措施可能導致各國民衆較難入境美國。他

接受BBC訪問時說： 「民主的前提是，人們擁有免於政 府監控
的空間。網路上的社交生活比例越來越高，如果人們對參與網
路社交懷有戒心，意謂社會貧乏。我希望有關方 面再斟酌。」

英國旅行社協會的一名發言人說，這項方案不見得會實施
。他說： 「美國國土安全部必須權衡安全與鼓勵各國民 衆前往
美國旅遊之間的利害得失。」

美國政府最近調整免簽計畫，具有伊朗、伊拉克、敘利亞
、蘇丹公民身分的申請人，或過去5年內曾經前往這些 國家的
民衆，按規定必須申請簽證，無法免簽入境美國。

申請赴美免簽 需填社群媒體帳號

【Katy槍案持續報道】為了懲罰丈夫離婚
一母親不惜槍殺兩女兒做代價

alliances.
The statement criticized the deployment of anti-missile 
systems in Europe and Asia, saying those who deploy 
them often acted under false pretenses.

at a time that Russia and NATO are at loggerheads 

in eastern Europe, including missile defence. NATO 
says its actions are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the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at 
all sides should create conditions for talks to resum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etting up a yuan 
clearing mechanism in Russia that they said would 

(Courtesy www.theguardian.com/) 

Korea (ROK)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e also called on 
the two countries 

integration 
cooperation, support 

e-commerce, and 

people-to-people 

Hwang, hail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 recent years, said 
the ROK highly 
value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is willing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relations to a new 
high.
Hwang is in China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2016, also 
known as the Summer 
Davos Forum, held 
in Tianjin from June 
26 to 28. Hwang's 
China visit will last 
from June 26 to June 
30. (Courtesy Xinhua 
News)

and major concern, an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to 
well mainta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on Tuesday.
The premier made the remarks in his talks with ROK 
Prime Minister Hwang Kyo-ahn in Beijing.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all relevant parties for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for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Li added.
Hwang said the ROK is willing to maintain the general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and to jointly safeguard 

agreement; promote joint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Rosneft, Russia’s top oil producer, agreed with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Corporation (ChemChina) 
that it would take a 40% stake in Rosneft’s planned 

They also signed a new one-year contract under which 
Rosneft could supply up to 2.4 million tonnes of crude 

2017.
Rosneft and Beijing Enterpris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agreed the key terms of a potential sale of 

Group.
Russia was China’s largest crude oil 
supplier in May for a third month in a 
row, having surpassed imports from Saudi 

Although economic cooperation was the 
focus at Putin’s talks with Xi, the leaders 

from the two governments called on 

at the minimum level requir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frain from steps aimed 

Russia and China sealed a long list of energy deals 

on last Saturday, strengthening economic 
ties while pledging to preserve the strategic 

In what was Putin’s fourth trip to China since 

two men stressed their shared outlook which 
mirrors the countries’ converging trade, 
investment and geopolitical interests.
“Russia and China stick to points of view 
which are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or are 

Putin said.
Xi emphasized that this year marked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Russia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hoped the two countries might 

“President Putin and I equally agree 
that when faced with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that are increasingly 

even harder in maintaining the spirit of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deals involve the sale of stakes in a 

investments in petrochemical projects in 
Russia.
Putin said 58 different deals worth a total 

discussion, adding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ill seek to secure an agreement on 

'Friends Forever': Xi Lauds China's Ties
With Russia During Putin Trad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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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BEIJING, June 28, 2016 (Xinhua)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R) Welcomes South Korean Prime Minister 
Hwang Kyo-ahn to Beijing. Hwang came to attend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2016, the Summer 
Davos Forum, on June 28, 2016. (Photo/Xinhu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3rd L) holds talks with South Korean 

Prime Minister Hwang Kyo-ahn (3rd R) who came to visit China and 
attend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2016, the Summer 

Davos Forum, in Beijing, June 28, 2016. (Photo/Xinhua) 

Russia’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 
hands at the signing of documents following Russian-Chinese talks. 

(Photo/TASS)

Energy Transit Corridors: Russia–China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hake Hands After Signing Agreements 

China, ROK Pledge To Strengthe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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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ls Include Oil Supply Contract And Joint Investments In Petrochemic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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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世界規模最大露天音樂節開演 樂迷盡情享受

英國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開唱，樂迷為搶到離舞臺近的位置，一路
狂奔。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最早舉辦于1970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
露天表演藝術節。

巴拉圭遇20年來最嚴重乾旱 河床乾涸鱷魚死亡

巴拉圭恰可，當地遭遇20年
來最嚴重的乾旱，皮科馬約河河水
枯竭，在河邊生活的鱷魚得不到
水，只能幹死岸邊，巴拉圭政府已
發佈環境緊急狀態。

湖南宜章境內一客運大巴起火
35人遇難

大巴車失火事發現場,警察在現場勘察。事故發生在宜
鳳高速湖南省宜章縣境內，長村鄉東溪大橋附近。據最新
統計，事故遇難人數上升為35人，其中兩名小孩；11人住
院治療，其中4人重傷。車上載人一共為55名。

稅收調節要與資源價格直接掛鉤
有望減輕企業負擔

今年7月1日起，我國將全面推開資

源稅改革。國家稅務總局今天透露，此

次改革將實行從價計徵，清理收費基

金，突破目前僅對礦產品和鹽徵稅的局

限，同時試點開徵水資源稅，進一步完

善綠色稅收制度，理順資源稅費關係，

減輕企業負擔，有效建立稅收與資源價

格直接掛鉤的調節機制，促進資源節約

集約利用。

稅費重疊亟須資源稅制改革
為促進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遏制資

源亂挖濫採，1984年起，我國開始採用

普遍徵收、從量定額計徵的方式，對在

我國境內從事原油、天然氣、煤炭等礦

產資源開採的單位和個人徵收資源稅。

目前徵稅範圍包括原油、天然氣、煤

炭、其他非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

礦、有色金屬礦原礦和鹽七大類。開徵

以來，我國資源稅收入增長迅速，年均

增長率達 27%。2015年資源稅收入 1035

億元，約佔地方稅收入的 1.8%，成為資

源富集地區的重要稅收來源。

由於目前大部分資源品目資源稅仍

實行從量定額計徵，相對固化的稅額標

準與體現供求關係、稀缺程度的資源價

格不掛鉤，不能隨價格變化而自動調整，

在資源價格上漲時不能相應增加稅收，

價格低迷時又難以為企業及時減負。在

徵稅範圍，現行資源稅徵收範圍僅限于

礦產品和鹽，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水、

森林、草場、灘塗等資源未納入徵收範

圍，不能全面發揮資源稅促進資源節

約保護的作用。此外，各地涉及礦產

資源的收費基金項目較多，造成資源稅

費重疊，加重了企業負擔。

先行先試資源稅改革初見效
2010年6月1日，我國率先在新疆開

展原油、天然氣資源稅從價計徵改革，

拉開了資源稅制度改革的序幕。

2010年 12月 1日，油氣資源稅改革

擴大到內蒙古、甘肅、四川、青海、貴

州、寧夏等12個西部省區；2011年11月

1日，油氣資源稅改革推廣至全國範圍；

2014年 12月 1日，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徵

改革全面實施，同時全面清理涉煤收費

基金；2015年5月1日，資源稅從價計徵

改革覆蓋稀土、鎢、鉬三個品目。

經過六年的探索實踐，資源稅改革

率先在這6個品目建立了從價計徵機制，

實現了資源稅收入與礦價直接掛鉤，有效

克服了原從量定額徵收方式缺乏彈性和

逆向調節的問題。

煤炭、稀土等資源稅改革以清費為

前提，取締地方違規行政收費和基金，

代之以更加規範透明的資源稅。規範的

稅費關係激發了市場活力，也有效減輕

了企業負擔。據統計，煤炭資源稅從價

計徵改革後，2015年全國減少涉煤收費

基金 366億元，抵減增稅因素後，全國

煤企總體減負 181億元。此外，2011年

至 2015年，油氣資源稅改革共為全國油

氣產地增加稅收 900多億元。2015年全

國煤炭資源稅增收186億元。

資源稅改革進入“快車道”
今年7月1日起，我國全面推開資源

稅改革，資源稅改革步入全速前進的

“快車道”。“此次資源稅改革將通過

全面實施清費立稅，構建從價計徵機制，

理順資源稅費關係，建立規範公平、調

控合理、徵管高效的資源稅制度，有效

發揮其組織收入、調控經濟、促進資源

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作用。”

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有關負責

人如此描述此次改革的目標。

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是基於有效解

決資源稅制度存在問題，並圍繞資源稅改

革目標進行的一次重大政策調整，將在多

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對於長期困擾企業

的稅費重疊問題，從源頭做起，全面清理收

費基金，將全部資源品目礦產資源補償費

費率降為零，停徵價格調節基金，取締地

方針對礦產資源違規設立的收費基金項

目，最大限度減輕企業負擔。

“稅率水準的合理確定也是改革的

一大亮點，可有效避免統一稅率造成企

業結構性負擔增加。”稅務總局財產和

行為稅司有關負責人介紹，此次改革由

中央統一規定礦產品的稅率幅度，在此

範圍內，省級人民政府按照改革前後稅

費平移原則，並根據資源稟賦、企業承

受能力等因素，對主要應稅產品提出具

體適用稅率建議，這樣就擴大了省級政

府的稅權。

“隨著資源稅改革的全面推開，將

逐步釋放改革紅利。”稅務總局稅收科

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說，逐步理順政府

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進一步規範稅費關

係，減輕企業不合理負擔。強化稅收調

節機制，原則上對資源賦存條件好、價

格高的資源多徵稅，對條件差、價格低

的資源少徵稅，並對開採難度大及綜合

利用的資源給予稅收優惠，促進資源節

約和高效利用。

京津冀三地擬互認職稱 創業人才或優先落戶
綜合報導 本市將推動京津冀人才職稱互認、

醫師多點執業。北京市委昨日印發《中共北京市委

關於深化首都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

見》，明確在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中，研究

設立創新創業指標，對高新技術企業以及文化創意

領軍企業骨幹等優先辦理引進。

《意見》中明確，本市將進一步推動人才管理

部門簡政放權，消除對用人主體的過度干預，建立

北京市人才管理服務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清理規

範人才招聘、評價、流動等環節中的行政審批和收

費事項。提高經濟薄弱地區和基層一線人才保障水

準，在職稱評聘、薪酬待遇等方面給予特殊支援。

創新人才評價機制，注重憑能力、實績和貢獻

評價人才，克服唯學歷、唯職稱、唯論文等傾向。

不將論文等作為評價應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條件。

本市將全面深化職稱制度改革，開展新興領域

職稱評審試點，根據人才需求在部分職稱系列開設

正高級職稱，擴大中關村高端領軍人才高級職稱評

審直通車適用範圍。突出用人主體的主導作用，合

理下放評審許可權，推動高校、科研院所、國有企

業自主評審，取消統一的職稱外語和電腦應用能力

考試，由用人主體根據研究領域和崗位特點確定評

價依據。

《意見》提出，聯合製定京津冀人才一體化發

展規劃綱要，根據三地產業準入目錄，動態調控和

優化人才結構，逐步形成人才隨產業有效集聚、合

理流動的體制機制。推動京津冀在人才職稱互認、

醫師多點執業、博士後聯合培養、外籍人才出入境

等方面開展人才引進、培養、使用協作試點。

建立京津冀幹部人才挂職交流的常態化機制，

健全區域內流動人才的待遇保障機制。鼓勵人才異

地創新創業，對於異地創業的北京生源高校畢業生

給予社會保險補貼。

《意見》還提出，制定實施北京市積分落戶管

理辦法，研究設立創新創業指標，對獲得一定規模

創業投資的創業人才及其核心團隊、投資資金達到

一定規模且市場貢獻突出的投資管理運營人才及其

核心團隊、高新技術企業以及文化創意領軍企業骨

幹、創新創業仲介服務人才及其核心團隊等優先辦

理引進。

B3星期四 2016年6月30日 Thursday, June 30, 2016
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記者黃相慈／綜合報導)再過幾天就是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為迎
接美國國慶，德州地區各地都有盛大的慶典活動，除了遊行、演唱會、園
遊會等大活動可參與外，最讓人期待的莫過國慶煙火秀，如果對於長周末
還沒有計劃的民眾，不如好好享受各地的絢爛煙火和慶典活動，過個五顏
六色的國慶假期吧！

休士頓當地，8號公路旁的城市中心(CityCentre)將自7月1日至7月4
日國慶日當天晚間7時至10時，連續四晚帶來音樂盛會。每晚的音樂類型
和主題風格各不相同，周五晚由Soul Infinity帶來摩城(Motown)和經典搖滾
；周六由Cypress Republic Band帶來搖滾和鄉村音樂；周日將會演唱一系
列鼓舞人心的勵志歌曲。而國慶日當天則有People's choice Band帶來鄉村
搖滾樂曲演奏，還有重頭戲晚間9時30分的煙火施放。

同樣是購物中心，10號公路旁的Memorial City Mall當天邀請民眾一同
來見證一個25英呎大的熱氣球緩緩升入天空，為休士頓西面帶來一道亮麗
的風景線，用這樣特別的方式來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屆時現場會有動感
的音樂表演、美味的食物餐車、豐富的遊戲和手工製品展覽，讓民眾過一
個熱鬧且有意義的國慶日，當天許多店家也都會有促銷折扣，非常適合全
家大小到場一起同歡。

其他大休士頓地區，Baytown地區分別在7月3日與4日晚間6時和7時
有因月慶典，尤其國慶日當天會先由5英哩的長跑拉開序幕，接著周邊會

有一些遊戲、藝術品展覽和各種樣式的食物餐車等，晚間著名樂團 Josh
Abbott Band也有上陣演出，晚間會有精彩的煙火施放，慶祝節日。

Bellaire市則有國慶日遊行，自上午9時30分開始，從the Bellaire Tri-
angle 往 Bellaire Blvd.和 S.Rice Ave 交叉口遊行，遊行結束後，在 Bellaire
Town Square and Loftin Park接著會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現場充斥音樂、
美食、小型摩天輪、動物園和其他遊樂設施供民眾同樂，有興趣的人可以
一起到場感受氣氛。

如果想要遠離休士頓，濱海地區的Kemah Boardwalk一如往常會在國
慶日當天燃放煙火，濱海樂園內有遊樂設施和當地小店，海濱風光無限，
可與家人一起共享天倫之樂，看一起欣賞炫爛煙火。

另外，蓋文斯頓(Galveston)也有遊行活動，從晚上7時45分正式開始，
從41st Street出發，沿著Seawall Boule-
vard到12th Street結束。島上會在晚上
9 時 15 分在 37 街和 Searwall Boulevard
附近施放近20分鐘的煙火，美麗的煙
花會到影在墨西哥海域上，絕對是觀
賞煙火最每不盛收的最佳景點。

講座活動情形。(HCA提供)

休斯敦華裔聯盟舉辦職場發展講座
助同胞更上一層樓

【本報訊】華人同胞來到美國後最重要的
事情之一就是在美國找到一份合乎自己的專業
特長並有光明未來的工作，這是每一個職場打
拼者的夢。 要實現這個夢並非易事。 其中十分
重要的兩個環節就是充分使用職場社交工具
LinkedIn構建人脈網絡，以及為自己建立一份耀

眼醒目的簡歷並且不斷將其充實。 這其中既有
規律可循也有竅門可開。6 月 25 日，休斯敦華
裔聯盟 （HCA）在恆豐銀行舉辦了一場職場發
展講座，為華人同胞提供這兩個方面的幫助。

在活動中，資深職場人士 Ellen Eastham 以
《如何從使用 LinkedIn 中獲益》為題，詳細講

解了如何運用LinkedIn構建人脈網絡
並使自己的職場生涯錦上添花。 她
以親身經歷告訴聽眾建立職場人脈的
重要性，並建議每一位職場人士都應
該在LinkedIn上建立至少500個以上
的人脈關係，加入100個團組，寫上
50種工作技能，還要至少得到3封推
薦信。Ellen Eastham 以大量的例子說
明了這中間的每一個重要環節，並告
訴聽眾們該如何去做到這些。 眾所
周 知 ， 近 年 來 LinkedIn 已 經 是 從
CEO 到公司保安都會熟練使用的一
個職場發展工具，甚至連總統奧巴馬
都聲稱離職後將把自己的簡歷送去
LinkedIn找工作。 但很多華人同胞卻

不會熟練地使
用這一工具，
不得要領，無法“入門”。 這個講座為
聽眾們打開了這扇大門。

另一位主講人是人力資源專家Rich-
ard Orellana。 他以《我的簡歷——有生
命的文件》為題，簡明扼要地說明了簡
歷的基本結構以及每一部分的重點是什
麽，並以大量生動的例子說明如何把簡
歷寫得引人注目，讓雇主從眾多的簡歷
中 只 對 您 這 一 份 青 睞 有 加 。 Richard
Orellana 提供的信息全面又詳細，他特別
強調簡歷不是一成不變的文件，而是一
份活的文件，需要經常加以充實和補充
。

本次活動的兩位主講人均活躍於各自專業
領域的社交平台，並長期投入各種有影響力的
社會活動。 講座引起與會者的熱烈反響，結束
之後許多聽眾還留下來繼續和兩位專家交流。

休斯敦華裔聯盟的副會長陸峻先生主持了
這一講座。他表示：休斯敦華裔聯盟今年還將

繼續舉辦職場發展講座，為休斯敦華人同胞提
供更多的助力。 他表示非常感謝恒豐銀行為這
場講座免費提供了場地。講座的實況錄像將在
近日內編輯完成，請密切關注HCA網站 http://
www.hcaus.org , HCA 將把實況錄像鏈接提供在
網站上。與會人員合照。(HCA提供)

國慶長周末 休城煙火慶典活動多

美麗煙火施放是國慶日最令人期盼的活動。(本報資料照片)

美麗煙火施放是國慶日最令人期盼的活動。
(本報資料照片)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
舉行記者會
6月30日(THUR)上午11時
僑教中心

休士頓愛心組織舉行
美國國慶日園遊會
7月 4日(MON)上午 11時至
下午2時30分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9800 Town Park Dr.Hous-
ton,TX.77036

UFO 學會講座： 鮑克南主講
「佛教的宇宙觀」
7 月 2 日（星期六）上午10
：00 -12：00
美南銀行會議廳

慶祝 「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
紀念」 舉辦 「星雲大師一筆
字書法展」 開幕典禮
7 月 3 日（星期日 ) 中午12
：30-1：00pm
佛光山中美寺（12550 Jeb-
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

活動快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南台灣旅館同業
公會第廿五屆年會,於6月26日下午6時至
下午 10 時在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的珍寶海鮮餐廳隆重舉行,由張
榮森前會長,蔡維妮青年理事,南加州宏觀
電視台名記者及主持人管仁卿聯合主持,
台風穩健,為大會增添無限光彩.會上宣布
公會會長嚴杰榮任北美洲台灣旅館聯合總
會會長，周雲榮任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
會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
境處長,邱瓊慧伉儷、齊永強副處長,張琍
琍夫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
主任,僑務委員葉宏志、黎淑瑛、劉秀美
及南加州僑務委員許清松、呂世豪等人應
邀出席，美國聯邦眾議員Al Green、華裔
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州眾議員武休
伯 Hubert Vo、市議員 Mike Laster,哈瑞斯
縣法官張文華,休士頓旅遊局資深副總裁
Jorge Franz,亞太區代表姚義等貴賓及北美
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創會會長邱垂煌
,前會長汪蔚興,南加州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王政煌,會務顧問許清松,副會長呂世豪,總
幹事柯欣侑,台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邱樂芬和來自加州、台北市旅館公會
姊妹會等地的同業和休士頓會員及中外僑
界人士500多人參加，盛況空前。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嚴杰會長致感

謝詞,一步一腳印,這一年中美南台灣旅館
公會踏出的每一個腳步都是每一位理事，
會員和朋友的心血;每一個腳印都有我最
深摯的感謝。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是以建立
會員溝通與交流平台為宗旨,致力於經驗
分享、資源共享、互助互惠互利,進而凝
聚向心力,熱心參與公益、回饋大眾,提升
本會在主流社會的影響力。另外，更希望
能積極培育並鼓勵第二代青年對旅館業務
的參與,達到世代傳承、永續經營的目的
。今年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最大的喜事,是
我們有幸與台北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締結了
姐妹會。台北旅遊業蓬勃發展,成績斐然,
有目共睹。足以證明台北旅館同業們的經
營管理之道是非常值得我們敬佩、學習的
。對於這次的結盟,我衷心期盼兩會能有
定期性、經常性的交流,互通訊息、互相
扶持。古人說[義結金蘭],兩會既是金蘭之
交,就要情義相待,彼此合作,共創雙贏!這屆
年會,我們的姐妹會台北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由邱樂芬理事長率領理監事共十三位,
遠道從台灣來共襄盛舉。孔子說:[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詩經有言:[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在此代表本會全體會員,對台北旅
館商業同業公會的嘉賓朋友,表達最熱忱
的歡迎之意!交棒的時間到了,擔任會長的
這一年,雖覺會務繁多而沉重,但也在每個

活動中,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旅館公
會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新任會長周
雲女士,溫柔敦厚,優雅謙沖,擔任本會
理事多年,會務嫻熟,貢獻良多。美南
台灣旅館公會在周會長的帶領下,會
務一定更加昌隆。期待全體會員攜
手同心,再創高峰!

年會中並舉行新、卸任會長交接
典禮,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嚴杰會
長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監交下將印信交周雲新會長.周雲
新會長致詞，感謝大家對她的信任
，會努力帶領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
會更攀高峰，並祝福榮升北美洲台
灣旅館聯合總會會長的嚴杰一切順
利。

北美洲台灣旅館聯合總會會長嚴
杰對周雲的祝福表示感謝。他談到
，擔任總會會長，身上擔子更重。
他會把壓力轉換為動力，將旅館公
會做好做大。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對美南地區能培養出總會會長感到非常自
豪。黃敏境處長提到，美南台灣旅館同業
公會已服務社區 25 載，貢獻良多。他特
作打油詩 「美南經營廿五載、台灣僑商皆
賢才、旅館品質獲肯定、公會團結廣納財
」贈與公會，希望公會繼續努力，辦得更
好。黃敏境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並
代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頒
發恭賀嚴杰先生榮任北美洲臺灣旅館公會
聯合總會會長的賀函.

美國聯邦眾議員Al Green、州眾議員
吳元之（Gene Wu）、州眾議員武休伯
（Hubert Vo）、市議員 Mike Laster 及哈
瑞斯縣法官張文華對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
會 25 年對社區的奉獻表示感謝並頒發賀
狀。美國聯邦眾議員Al Green強調，旅館
不僅是一個住的地方，並展現城市的精神
面貌。感謝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的成員
們為休士頓創造良好口碑，吸引更多遊客
前來觀光。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在年會上,由嚴杰
會長向榮調返台的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夫婦、榮退的經濟組
長陳福生贈送禮物，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
詩詞贈送榮調人員,感謝他們多年來為僑
民提供的幫助和服務。

第 24 屆嚴杰會長贈送理事李昭寬、
許文忠、吳國寶、伯尼莊麗香、陳清亮、
葉德雲、陳詩章、梁競輝、張榮森、雷玉
華、黎淑瑛、賴李迎霞、何怡中、喬喜敬
、青年理事周宛臻、許書郡、吳珮璜、蔡
維妮及副會長周雲獎牌,贈送最佳服務獎
牌給陳美芬榮譽理事長,贈送贊助者獎牌
給理事長宋秉穎律師,石山地產負責人伯
尼莊麗香及贈送特殊貢獻獎牌給黃逢春.

年會節目種類多，有清泉小集民歌演
唱[廟會、夢田、請跟我來、拜訪春天、
拼宵夜、童年、捉泥鰍、浮雲遊子、人生
就是戲、一隻小雨傘],也有熱情拉丁舞表
演。現場掌聲不斷，當屬台北經文處副處
長齊永強演唱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他充滿磁性的嗓音將原唱 Elvis
Presley的音調發揮得淋灕盡致。最後高潮
由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由黎淑瑛理事指
導前會長們演出 「牛仔很忙」歌舞聲,獎
品、獎金豐富摸彩多人幸運中獎中結束，
場面溫馨熱鬧!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第廿五屆年會隆重舉行場面溫馨熱鬧
嚴杰會長在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監交將印信交周雲新會長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嚴杰會長贈送禮物給榮調返台的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夫婦、榮退的經濟組陳福生組長、
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詩詞贈送榮調人員、主持人張榮森、管仁卿、
蔡維妮應邀觀禮.(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嚴杰會長於6月26日珍
寶海鮮餐廳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
敏境處長監交下，將會長印信交給周雲新會長
。(記者黃麗珊攝)

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州眾議員武休伯、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
嚴杰、美國聯邦眾議員Al Green、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新會長周雲
及市議員Mike Laster於6月26日向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頒發賀狀.(
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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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2016好聲音美國賽區
總决賽“巔峰之夜”在洛杉磯舉行。當
晚的比賽可謂星光熠熠，每一位選手
都盡顯實力，用最美的歌聲致敬自己
的歌唱夢想。

由于此次德州賽區有三位選手入
圍總决賽，作為德州海選活動協辦方

和場地提供方的走進美國 CheerinUS.
com 以及 CITY NIGHT KTV 的主要工
作人員特別遠赴加州，親臨比賽現場，
為德州賽區的選手加油打氣。

當晚比賽前，活動主辦方舉辦了
新聞發布會。好聲音美國賽區聯合主
辦方美國鷹龍傳媒公司董事長蘇彥韜

、美國民選官員核桃
市副市長蘇王秀蘭、
西柯文那市市議員
Lloy Johnson、達 美
航空銷售客戶經理
Jerry Chuang、 101
Club執行CEO Ricky
、Orlando 尚 K 量販
KTV 總 經 理 Alex、
Sceptre 賽普特集團
總裁Stephen Liu、達
拉斯協辦方走進美
國CheerinUS負責人

Ginny Liu、波士
頓協辦方 KLW
Hospitality Inc
負 責 人 Peggy
Lu、紐約協辦方
本色盛典娛樂
公司負責人、費
城協辦方九龍
集團負責人盧
金平、聖地亞哥
協辦方搜 Fun-
SD 負 責 人 Jay
Hwang、舊金山
協辦方吃貨小
分隊負責人、西
雅圖協辦方西
雅圖華人藝術
團負責人等嘉
賓進行了講話。

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負責人Ginny Liu 在發
布會上說：“這次好聲音第一次來到德
州，受到了德州熱愛音樂的朋友的熱
烈歡迎。這次我們共有三位選手參加
今天的决賽，希望他們都能好好發揮，
取得好成績。也希望未來德州賽區有
更多的熱愛音樂有夢想的人走上好聲
音的舞臺。“

當晚，20 強選手輪流競演，全方
位展現自己最優秀的音樂才華，為觀
眾獻上了一場視覺與聽覺的盛宴。經
過評委的認真思考與討論，最終來自
波斯頓伯克利音樂學校有著扎實唱功
和穩健颱風的Daisy Chen奪得了美國
賽區總决賽的冠軍，來自達拉斯 16歲
的 Sarah Wang 獲得亞軍，洛杉磯的
選手白宇正獲得季軍。

决賽現場，本屆美國賽區特約評
委 Billboard 白金唱片製作人彼得‧

拉斐爾森、格萊美獎獲得
者奧馬爾‧阿克拉姆携

歌手茱莉亞‧瑪麗作為表演嘉
賓，為觀眾們帶來充滿好萊塢風
情的精彩示範演出，為好聲音加
油助陣。另外兩位重量級評委分
別是中國著名影星姜黎黎和鷹
龍傳媒總經理、環球東方廣播電
視臺執行副總裁林淑婷，也為現
場選手提供了專業的指導。

孫瀟雪是當晚第三位上場
的選手。當晚她的表現可圈可點
。大氣成熟的舞臺表現，嫻熟的
歌唱技巧，穩定的發揮，使得評
委對她的評價非常高。

Sarah Wang 是當晚年紀最
小的選手，選擇了難度極高的英
文歌曲，一氣呵成，征服了所有
的評委，獲得了2016好聲音美國
賽區亞軍的好成績。在評委點評
環節，本屆美國賽區特約評委
Billboard白金唱片製作人彼得‧
拉斐爾森給予了她非常高的評
價，且給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議，
他相信Sarah未來在音樂之路上
會有一片燦爛星空。

16 號選手 Scott Li 可謂當晚
現場的一匹紅色野馬，讓人眼前
一亮。他自由灑脫的表演風格，
極具表現力的嗓音，使得現場觀
眾連連拍手。相信這位自帶明星光環
的選手未來將無可限量。

音樂讓我們走到一
起，音樂讓這個德州的夏
天，如此不一般！

中國好聲音美國賽
區的活動就此落下了帷
幕。走進美國 CheerinUS.
com作為本次活動達拉斯
地區的協辦方，衷心感謝
每一位參賽者，每一位支
持他們的朋友和家人，以
及合作單位、贊助商們的

鼎力合作！

捷
報

2016好聲音美國總决賽巔峰之夜
達拉斯選手勇奪全美亞軍

季軍洛杉磯的白宇正

主辦方與貴賓們，以及全美20強選手大合影

冠軍波士頓的Daisy Chen

亞軍達拉斯的Sarah Wang

彼得‧拉斐爾森、奧馬爾‧阿克拉姆携歌手茱
莉亞‧瑪麗演唱‘today is all we have’

孫瀟雪舞臺表現可圈
可點

Sarah Wang 獲2016好聲
音美國賽區亞軍

16號選手Scott Li表現
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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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青少年演講比賽作為達福地區的重要賽事，歷
年來備受學生和家長的熱切關注。今年的比賽將于7月30日（星
期六）上午 8：00 到 12：00 于科林郡學院（CollinCollege，2800E.
SpringCreekPkwy,Plano,TX75074）舉行，歡迎青少年朋友們踴躍
報名參加！

青少年演講比賽為達福地區青少年提高口頭表達能力，增
強自信心和演講技巧提供了絕佳的鍛煉機會！比賽形式靈活，氣
氛活躍，評判專業，歷年來均得到了學生及家長們的大力支持。
每年均有約100名參賽者，選手們表現出色，成長顯著，不少優秀
的選手在比賽中脫穎而出。七月三十日，我們即將迎來2016年度
青少年演講比賽。我們鼓勵和歡迎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們報名參
賽，展示原創作品，挑戰自我，相信今年的比賽將會更加精彩！

本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的主辦方為：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
（ChineseInstituteofEngineers/USADFWChapter。贊助方為：德州
儀器中國創新會(TexasInstrumentsChineseInitiative),ONCOR,華

為（HUAWEI）和Cindi’sNewYorkDe-
liandBakery。承辦方為德州龍演講社
（TexasDragonToastmastersClub）。比 賽
裁判由擁有專業裁判經驗的國際演講
社（ToastmastersInternational）的成員擔
任，確保比賽結果公正專業。

即日起接受參賽報名，報名截止
日期為 7 月 24 日。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的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此次報名分為
兩個階段：7月10日前報名的選手，報
名費為10美元/人；在7月11日到7月
24日期間報名的選手，報名費為15美
元/人（請使用網上在線支付報名費）。
報名網址為：http://cie-dfw.org/events/2016/speechcontest/。比賽
具體規則，演講題目以及時間規定，請參考以上網址進行查詢。

如有疑問，歡迎及時聯繫我們：
發送郵件至 dfwyouthspeechcontest@gmail.com 或致電 AliceY-
ang979-739-9518，MarrisaYang469-443-8162德州龍供稿

將于七月三十日舉行

2015年青少年演講比賽獲獎人員合照

2016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

7月17日，來自非洲“阿彌陀佛
關懷中心”的 17 位 9 歲至 18 歲不同
年齡的非洲孩子，將飛越沙哈拉沙
漠到達拉斯演出一場“感恩之旅。這
是他們第二次到達拉斯，這些非洲
孩子將演唱中文歌曲，打中國功夫，
背誦四書五經，弟子規等節目以表
達他們對華人助養者的感恩之心。

Amitofo Care Centre(阿彌陀佛
關懷中心)簡稱ACC，是台灣人創辦
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主要服務非洲
因貧窮戰亂、天灾肆虐、愛滋蔓延而
痛失父母的非洲兒童。近年來在持

續的努力之下，已有近 9000 位非洲
兒童因此得以溫飽且受教育。慧禮
法師為ACC發起人，2000年時他目
睹一位馬拉威婦女，在乾旱枯萎的
荒野，一口一口吃著灑上農藥的種
子裹腹，他趕緊告知她：「那有毒，不
能吃！」沒想到那名婦女戚然回應：
「我知道吃了會中毒，但不吃，我就
會餓死啊！」聽到這句回應，他很震
驚，隨她步行至部落，觸目所及皆為
病弱的老人和骨瘦如柴的孤兒，看
到這一幕，他瞭解到自己的責任，便
發願在非洲各國蓋孤兒院，照顧千

千萬萬饑病交迫
的孩童。。目前收
養孤兒的據點已
拓展至史瓦濟蘭
、賴索托、納米比
亞與辛巴威等，
並冀希能在更多
非洲貧窮國家與
地區，搶救更多
瀕臨死亡邊緣的
無 依 孤 兒。為
ACC 募 款 的 慈
善交流巡演活動
獲得了國際間各
地僑團的好評與
感動，紛紛表示
支持與贊助，以
期幫助更多的非
洲孤兒，拯救當

地受苦受難的孩童。
此次至達拉斯的非洲孤兒感恩

之旅，將於7月17日下午3時假李察
遜 市 的 Eisemann Center(2351 Per-
formanceDrive， Richardson TX
75082)“慈善巡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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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足跡遍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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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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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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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心
無
國
界

請支持非洲孤兒感恩之旅慈善巡演

QS160630C達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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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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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僑社

0630B02

[本報華府訊]為了慶祝端午節以及夏天的來臨, 大華府台客幫於2016年6月25日中午 11:30 假維
州Flying Pan Park 舉辦初夏野趣喜相逢野餐聚會, 計有來自馬州，維州以及華府地區約150人參加本
次活動，主辦單位除了準備餐盒之外, 也準備了水果、油飯、炒米粉、肉粽等台式點心，讓遠在異鄉
的台灣同胞們能享受到台灣的家鄉美食，活動當天天氣很舒適，大家集合後主持人陳明升宣布野餐
活動開始，大華府台客幫會長黃百聰首先致詞表示台客幫成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大華府地區
台灣同胞們彼此之間能多加互相交流, 認識新朋友，在有困難的時候容易找到幫助等等，並鼓勵更多
的台灣同胞參與僑社事務。緊接著開始用餐，大家邊享用美食一邊聊天，認識新朋友，用餐告一段
落之後精彩的分組比賽就正式開始了，首先大家用猜拳分成四組，紅隊、綠隊、白隊以及藍隊，之
後活動開始進行，團隊默契(支持前線reinforce the front )的遊戲讓大家更加互相認識彼此，並記住對
方的姓名，並讓每組找到一個物品，計算上面總共有多少不同的顏色，顏色最多的隊伍可以獲得最
高的分數；兩人三腳的遊戲讓大家比賽團隊默契，比賽結束後主辦單位統計分數的結果由紅隊獲得
第一名，並由藍隊獲得第二名。最後所有人一起玩了跳跳Tempo考驗大家的瞬間反應能力，活動在
主辦單位頒發精美的獎品後結束，活動結束後大家也參觀了本次聚餐場地的公園，享受歡樂的下午
時光。

台客幫初夏野趣喜相逢

【本報華府訊】雙溪圖書館地址: 202
Meadow Hall Drive, Rockville, MD 20851
。電話: 240-777-0240。請注意由於場地
關係，本次書友會集會改在七月第二個星
期六。
不丹是喜馬拉雅山中的一個小國，它的發
展策略與眾不同，不強調 「國民生產總值
」，而追求 「國民幸福總值」。金融海嘯
發生之後，不丹模式受到世界的重視，但
最近兩三年，又受到質疑。尹伊文在講演
中將要討論：
1. 不丹是一個幸福的國度嗎？ 2. 不丹獨
特的發展策略是什麽？ 3. 不丹究竟存在
著什麽問題？

尹伊文是喬治城大學外交學學士和公
共政策碩士，牛津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博
士，在世界銀行等機構從事社會經濟政策
研究。近年出版的書籍《在世界邊緣的沈

思》，探討不丹、冰島、委內瑞拉等非主
流國家的發展模式。《在世界邊緣的沈思
》可於亞馬遜網上(amazon.cn)購得，請注
意輸入書名時使用簡體字《在世界边�的
沉思》，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事先購買閱讀
，以便在會上討論。

也曾撰寫過中、長篇小說的尹伊文，將以
感性與理性兼具的觀察，為會眾做出發人
深省的演講。英國脫歐和川普崛起的局勢
，反映民眾對全球化和保存本國傳統的矛
盾衝突，這些問題也都展現在不丹、冰島
、委內瑞拉的發展案例中。尹伊文的演講
必會引起熱烈的迴響，請勿錯過。
活動對外開放,歡迎各界參加。非會員樂捐
五 元 場 地 費 。 詢 問 請 洽 會 長 丘 宏 義
301-990-7276。

《不丹是幸福國度嗎？》華府書友會將於7月9日星期六下午一點半，
假馬州雙溪圖書館，邀請社會經濟學家尹伊文
女士探討《不丹是幸福國度嗎？》議題。

書友會邀請尹伊文探討

0630B03

【本華府報訊】大華府區正昇財務顧問公司
總裁張文進博士，將於 7 月 9 日及 23 日舉行
『社安金須知』及 『商業房地產投資策略』

講座，從上午10時30分至12時30分止，地點
是該公司大樓的會議廳，15245 Shady Grove
Rd., Rockville, MD 20850。報名請洽 Grace，
Casey 或 Lily，240-479-2688 分機 1001 或 ad-
min@uprightplanning.com。

7月9日張博士將探討 『社安金須知』。
一般人總將社安金與退休金劃上等號，張博士
強調這是對社安金極大的誤解。社安金還照顧
了喪偶者或離婚者，及未成年的子女，它是一
個不折不扣的家庭保障計劃。

張博士將逐項解答社安金問題：1)申請社
安金時應考慮的五個因素；2)提前及延後申請
社安金的利弊；3)何時申請社安金最有利；4)
如何降低社安金與其它退休金的所得稅。您最
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協調配偶二人社安金的收入
，以達最大利益。

他也將詳細?說社安金的領取策略，這些
策略包括: 1)當夫妻二人社安金 「相差不多」
及 「相差很多」的領取策略；2)喪偶者或離婚

者的領取策略；3)延後領取者突然需要一筆較
大數額的領取策略。

社安金是不足以應付退休支出的，因此如
何調整您的投資策略，讓退休金能達 「保本保
值又可增長」的目標，並能提供穩定的收入，
以彌補社安金的不足是一項考驗。張博士相信
「終生收入年金」、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

及 「資產管理投資策略」，在彌補社安金不足
的投資策略上，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7月23日將探討 『商業房地產投資策略』
。當今的理財要項之一是要跟得上通貨膨脹，
資產才不致於縮水。人的壽命愈來愈長，除了
保本及抗通膨外，還得讓資產增長，以確保資
產活得比人久。

銀行及政府債券的利率超低，跟本無法對
抗通膨。股票雖是好的抗通膨投資，卻不一定
能保本。房地產的價值及房租，皆會因利率上
揚而上昇，應是您保本保值及穩定收入的好投
資。超過半數的美國富人是靠房地產致富的，
房地產的成長潛力不容忽視。但不見得每個人
都善於管理房客，因此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
」將是您的助手。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的優點是：1)價格穩
定，不受股市波動影響；2)利息收入高且穩定
，年息介於6%至8%，按月發放，且其利息有
延稅的優勢；3)風險分散，每一種投資產品擁
有數十至數百楝的建築物，分散在不同的卅及
城市，出租給不同的公司企業，且出租率在百
分之九十以上；4)成長潛力，未上市房地產股
票在上市，或賣給更大的房地產集團時，常都
有瞬間的成長。

張博士經手的未上市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
，過去4年有11項投資變成上市股票或賣給更
大的房地產集團，其回報率都高於股市投資的
回報率。這類有穩定收入、抗通膨、又具成長
潛力的投資，非常適用於現今低利率高通膨的
投資環境。

張博士也將解說 「1031同性質房產交換」
的優點及注意事項。若出租房子已經賺了錢，
但您又厭倦管理房客，最好的處理方式應是
1031同性質房產交換，如此一來您可以賣房並
可延稅，同時仍有房租收入。1031同性質房產
交換也是一項有效的遺產規劃方式。

【本華府報訊】2016年6月19日，風和日麗。近400名老師、
學生和家長來到了景色宜人的Burke Lake Park，參加了希望中
文學校泰城校區為慶祝成立一周年舉辦的野餐會。
一大早，希望泰城校區校務長鄭漢振 10 點就來到了 Burke
Lake Park，組織義工為野餐會進行準備工作，忙得不亦樂乎。
臨近中午，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教小提琴的周維萍老師，和
她的學生演奏的一曲美妙動聽的音樂拉開了野餐會的序幕。接
下來曾在華盛頓國家歌劇院工作過，曾和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同
台演出的聲樂老師張晨臨，帶領他的學生演唱了歌曲。表演魔
方的學生年僅6、7歲，一個打亂的魔方，在他手中眨眼間就
變成了完整的魔方，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演出之後的體育專案更是熱鬧非凡，特別是參加拔河比賽的學
生個個摩拳擦掌，一爭高下。為兩支隊伍加油的熱情觀眾吶喊
聲一浪高過一浪，氣氛熱烈。沙灘排球、羽毛球比賽也吸引了
眾多的觀眾，而喜歡安靜的人選擇在湖邊散步和垂釣。
在這次戶外活動中，泰城校區還隆重表彰了在第二屆“希望杯
”成語故事演講比賽中獲獎的7位學生，激發孩子們學好中文
的積極性。
這次周年野餐會得到了老師和家長義工的大力支持。朱一楓、
徐子健和章英軍在停車場附近發放停車場地圖，為前來參加活
動的人員儘快找到停車位提供了方便。鐘曉東、Steven Xu和
林穎負責燒烤，為大家烤出美味的食物。 Allan 鄭製作的棉花

糖吸引了許多孩子排起了長隊……。泰城校區義工團隊準備了
豐富的中式和西式飯菜，水果，礦泉水，還有人見人愛的奶茶
。孫竹青不辭辛苦連夜製作了255個鹵蛋.王志雲、王莉夫婦和
張豔負責運送盒飯。最後的抽獎活動，把野餐會推向了高潮，
陸強為抽獎活動捐了兩張Amazon購物卡。整個活動豐富多彩
，輕鬆活潑。大家歡聚一堂，玩的開心，吃的滿意，相互交流
、其樂融融，體現了泰城校區團結向上的精神風貌。
活動持續到下午四點多鐘，大家意猶未盡，他們高興地說，雖
然泰城校區才成立一
年，但是通過嚴謹的
規章制度，科學的教
學實踐，豐富多彩的
課外活動，使我們感
受到了團結務實的領
導集體，認真負責的
教師隊伍，熱心愛校
的家長義工，希望中
文學校泰城校區一定
會越辦越好！

（王明京）

希望泰城校區慶祝建校一周年隆重舉辦野餐會

張文進博士7月份社安金須知及商業房地產投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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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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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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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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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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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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