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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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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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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8月14日 星期日
Sunday, August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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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宏婷(Winnie Hui) 女士
專業保險經紀﹐量身訂做保險計劃
State Farm保險經紀人
電話﹕713-729-2323
傳真﹕713-729-2327
9889 Bellaire Blvd., #A132,(敦煌廣場A棟2樓), Houston, TX
77036

人 物 風 采

廣 告 B12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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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星期日 2016年月14日 Sunday, August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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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錦江酒家
周一晚間7時半準時收看

丁師傅(右)表示食材新鮮夠味﹐不需加味精﹒

B2美南電視介紹

休城社區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本周錄製第24集﹐該集由翁大嘴主

持﹐邀請知名錦江酒家負責人丁德忠師傅秀廚藝﹐現場示範好吃又簡單作的「魚麵筋」和「上海炒年

糕」﹐教觀眾做出想念的家鄉菜﹐精彩內容﹐全在8月15日周一晚間7點半到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

看﹒

為讓觀眾能夠品嘗家鄉味﹐在家也能輕易完成﹐剛從華盛頓特區淮揚文化開放日授課回來的丁

德忠師傅﹐一回來就大展廚藝﹐教導觀眾用簡單的幾個步驟﹐就可做出端得上檯面的家鄉料理﹐在配

合翁大嘴的講解下﹐完整呈現美食﹒

想學這兩道料理﹐可鎖定美南國際電視網15.3頻道﹐8月15日晚間7點半播出﹒錦江酒家營業時

間為周一至周日上午 11 點至晚間 10 點﹐地址 99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995-0985﹒

播出時間﹕美食美客全新內容將於周一晚間7點半至8點半首播﹐隔日周二下午1點至3點重播﹐敬請

準時收看﹒

星期日 2016年8月14日 Sunday, August 14, 2016

主持人翁大嘴(左)和錦江酒家負責人丁德忠師傅(右)﹒

節目花絮

魚麵筋﹒

上海炒年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結合
中國當代視覺設計藝術與漢字文化奧妙
，宋旦漢字藝術全美八城巡迴展最終站
8月13日來到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將於13、14日兩天在休士頓展出。在
休士頓政界、僑界、文化界、商界和古
董收藏與傳媒新聞界和僑社領袖到場共
襄盛舉，與會嘉賓參與剪綵儀式，觀賞
宋旦大師的傑作，體驗漢字文化藝術高
度。

宋旦，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後代，師
從齊白石弟子當代著名金石畫家李立。
從事中國設計事業30年，宋旦堪稱中國
社季藝術先鋒人物，不僅是中國設計委
員會全國委員，擔任湖南省長沙眾多藝
術領域總監和首席創意設計專家。宋旦
的作品也連續16年蟬聯中國設計最高獎
，獲得媒體廣為報導。宋旦以具獨特的
設計創意，結合漢字迷人之處，讓中國
漢字散發書畫同源的本色之美和高深意
境。

此次全美巡迴的主辦單位美國水墨
中華文化發展公司負責人張慶源表示，
休士頓是僑界重地，所以選作最後一站

。巡展主要是透過宋旦把漢字作為字幅
的功力，演化成一種文化，呈現給大家
。他也盛讚宋旦在國內尤其是湖南享有
盛譽。

張慶源說，這次美國巡展超過1萬
多公里，宋旦和團隊都很辛苦， 駕著
文化大風車一路走來，中間接觸到幾千
個僑胞和美國主流對漢字文化有興趣的
人，在各地受到僑界熱烈歡迎。他說，
為感謝僑胞支持，作為最後一站，今天
如果有興趣收藏，是非常好的機會，將
直接訂價，優惠僑胞，因為文化大風車
不只承載文化，也載了僑胞友誼。

宋旦致詞先是感謝大家出席展覽活
動，他說，展覽期間得到美國友人、在
美華僑竭誠幫助，中國駐外領事館也大
力肯定，希望漢字藝術能夠真正走進美
國主流社會，在更多學校推廣，讓人真
正學習中華文化。他也說， 「這次美國
巡展，走進美國，又好像回到中國，找
到家的感覺」，他感謝這個團隊，希望
能在下一站新的城市開啟傳播漢字中華
文化活動。

該活動由美齊主持，僑界人士熱烈

捧場支持，席拉傑克森李(Sheila Jackson
Lee)亞裔代表羅玲、海外著名文學家陳
瑞琳、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湖南同
鄉會會長安萍、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馬
欣和休士頓古董拍賣公司等皆出席。

陳瑞琳給予宋旦高度評價，為現場
人士剖析宋旦的作品內涵。孫鐵漢則說
，宋旦的到來給休士頓帶來無上光榮。
羅玲則稱讚這是非常獨特的展覽，非常
耳目一新，她說這叫 「字中畫，畫中字
，在虛幻中有現實，在現實中有虛幻」
，這是藝術和哲學完美結合。

宋旦為了感謝僑界人士到場支持，
也贈送不同的創意字軸當回禮。眾人一
同參與剪綵，氣氛溫馨熱鬧。

宋旦漢字藝術展將於8月13、14日
兩天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展出，展出的
作品包括宋旦創意水墨漢字作品，宋旦
漢字藝術百家姓作品，用極具中國元素
的龍紋金黃色宣紙把漢字李、王、張、
劉、陳、楊、黃、趙、吳、周等百家姓
完美地融入到 「壺」的造型中，以及
湘字號特色文創新品與宋旦漢字藝術衍
生品。有興趣的民眾可不要錯過了。

宋旦漢字藝術展休城最終站 僑胞熱烈歡迎

主持人美齊(左二起)、宋旦、羅玲、安萍、陳瑞玲與孫鐵漢。(記
者黃相慈／攝影)

主辦單位負責人張慶源(左一)和宋旦(左七)帶領大家一起剪綵。(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近來天氣維持夏季一貫炎熱，但當地
氣象預報員預告，有一暴風圈慢慢成形，往德州東南方移動，周末天氣
恐由轉炎熱潮濕，降雨機率大增。

這一暴風雨在佛羅里達和美南南部都帶來豐沛雨量，現在移動速度
緩慢，慢慢向德州東部移動。若這暴風圈逐漸成形，將會在本周末至周
一之後帶來降雨量。

當地媒體ABC 13氣象預報預測，周六開始到周一期間，大概平均會
有3到5吋降雨量。因為這個熱帶氣旋濕暖空氣圍繞中心旋轉上升，萬一
大雨侵襲，部份地勢低窪地區會有降下6至8吋降雨量。以過去休士頓洪
災紀錄，低漥地區淹水將是首要預防重點，尤其是市中心、Bayou地區恐
會造成影響，再次帶來洪災，民眾要做好防洪準備。

本周末降雨機率高達78%以上，周一開始降雨也高達77%，但好消息
是，由於暴風雨接近，氣溫不再高溫難耐，會維持在華氏80度以上，較
為涼爽。

暴風雨肆虐美國南部造成災情

暴風雨在美國南部肆虐，造成災情。(取自KHOU) 男子受困，搜救人員設法營救。(取自KHOU)

"There was no discussion on that particular aspect, 
except to mention equal fishing rights," said Ramos.
Related
Philippine Leader Wants to Talk With 2 Rebel 

Groups, China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aid Friday he 
wanted his government to hold peace talks with the 

two largest Muslim rebel groups 
in the south at the same time and 
preferred to negotiate with rather 
than confront China on their 
territorial disputes.
Despite his peace overtures, 
Duterte assured government 
troops on southern Jolo Island, 
a hotbed of  Muslim militancy, 
that they would be provided with 

more powerful weapons and better hospitals while the 
decades-long rebellions continue to rage.
"I would like to appeal to all that we stop this war. I am 
pleading so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blood," Duterte said 
in a speech before combat troops in a military camp on 
Jolo in the predominantly Muslim province of Sulu.
Duterte was referring to the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which signed a peace pact with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in 1996 but has held on to its firearms 
and continues to carry out sporadic attacks, accusing 
Manila of failing to deliv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cessions under the accord.
Duterte's predecessor, Benigno Aquino III, signed 

another Muslim autonomy deal with the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in 2014 but a draft law that would 
have enforced the agreement was not passed by 
Congress before Aquino's term ended in June.
Duterte said 
he asked the 
government 
peace panel 
to hold talks 
with the two 
rebel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to save 
on money. 
It has been 
challenging, 
however, to bring the two rebel groups together 
although both have embraced Muslim autonomy in 
exchange for ending decades of bloody rebellions.
Philippine officials would meet with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rebels in Malaysia on Saturday to 
discuss the enforcement of the 2014 autonomy pact. 
It remains unclear when the government would start 
talks with the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which 
has split into a number of factions.
Duterte's special envoy to China, former President 
Fidel Ramos, returned to Manila on Friday after 
meeting with Chinese intermediaries in Hong Kong to 
pave the way for possible talks in Beijing.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

Defence scientists 
believe the aircraft ran 
out of fuel and the two 
engines flamed out 
within 15 minutes of 
one another, causing 
the plane to lose lift.
At this point, its nose 
would have dropped 
and it would have fallen in a series of downward 
swoops, reports The Australian, which was briefed on 
the analysis.
"As it gathered speed, it would have gained lift and 
climbed again. As that speed fell off, its nose would 
have dropped rapidly once more, the aircraft falling 
into another steep dive," says the newspaper. "That 
process is likely to have been repeated until it hit the 
water, probably with one wing down.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catastrophic."
The discovery of wreckage from the flight over the 
past year suggests that it broke up on impact.
Greg Hood, the chief commissioner of the Australian 
Transport Safety Bureau, which is leading the search, 
said the new data suggests there was no pilot at the 
controls at the end of the flight. This is contrary to 

another theory that a pilot 
might have crashed the 
plane outside the current 
search area. (Courtesy 
www.theweek.co.uk/
mh370)

In a legal case taken up in Australia's federal court, 
Malaysian Airlines has refused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emotional stress brought on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flight MH370.
The case was taken up regarding compensation claims 
filed by Australian family members.The defense 
for Malaysian Airlines refused compens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ress for the family of four Australian 
passeng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on the doomed flight, 
News.com.au reported.
The airline's defense argued that the next of kin were 
not entitled to claim compensation for nervous shock 
treatment.The case was put forward by the adult 
children of two couples, Bob and Cathy Lawton and 
Rod and Mary Burrows.
The two couples were among the more than 200 who 
disappeared when flight MH370 left from Kuala 
Lampur to Beijing in March 2014.The adult children 
of both couples were informed of their parents' death 
by text message by the airline, the publication claimed.

Legal action 
was filed against 
Malaysian 
Airlines on 
behalf of 
the families 
claiming that 
the airline was 
negligent and 
failed to take 
adequate safety 

precautions. In addition to 
funeral and other expenses, 
the two families are 
claiming compensation for 
nervous sho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Reportedly, the 
Montreal Convention claims 
in the event of an airline 
crash it is up to the airline 
to prove that it was not 
negligent.
Meanwhile, new findings 
into the ill-fated Malaysian 
Airlines flight MH370 have 
revealed that the aircraft 
dived at a rapid speed of 20,000feet per-minute into 
the Indian Ocean.

The plane began its descent 
when its engines stopped 
functioning and the fuel 
tanks were empty, a Daily 
Mail report claimed quoting 
an Australian publication. 
Scientists believe the plane 
plunged into the water 
with an incredible force 
having analyzed signals sent 
between a satellite and the 
plane.
The latest information has 
enabled investigators to find 
the plane's wreckage within a 

radius in the Indian Ocean where the search continues. 
Investigators believe that Captain Zaharie Ahmad 
Shah, who was piloting the plan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steer the aircraft as it plummeted to the sea.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150547/20160812/
mh370-update-malaysian)
Related

New analysis suggests Malaysia Airlines 
plane plunged into ocean with 'catastrophic' 

force
MH370 plummeted out of sky 'at up to 

20,000ft a minute'
Missing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370 plummeted 
out of the sky at speeds of up to 20,000ft a minute, 
according to new analysis of the plane's automated 
signals.

The Philippines wants formal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to explore pathways to peace and cooperation,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pecial envoy, Fidel Ramos, 
said on Friday, after a meeting with former Chines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Fu Ying.
Ramos was speaking near the end of a trip to Hong 
Kong undertaken in a bid to rekindle ties with China, 
which have been soured by a maritim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 arbitration court in the Hague ruled on July 12 that 
China had no historic title over the busy waterway and 
had breached the Philippines' sovereign rights there. 
The decision infuriated Beijing, which dismissed the 
court's authority.

"Informal discussions focused on the need to engage 
in further talks to build trust and confidence to reduce 
tensions to pave the way for overall cooperation," 
Ramos and Fu said in a joint statement on Friday.
They added that China welcomed Ramos to visit 
Beijing as the special envoy of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who took office in June and has 
signaled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engage with China than his 
predecessor.
"It's not really a breakthrough in a 
sense that there is no ice here in 
Hong Kong to break but the fish 
we eat... are cooked in delicious 
recipes," Ramos, who had earlier 
referred to his visit as a fishing 
expedition, told reporters.
China claims almost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more than $5 trillion of trade moves 
annually.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have claims in the sea, believed to be 
rich in energy deposits.
The statement added that both Beijing and Manila 
would seek to promote fishing cooperation, marine 
preservation, and tourism but made no specific men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ruling, and did not set a 
time frame for possible talks.
Ramos said neither side asserted its own sovereignty 
over disputed are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uch as the 
Scarborough Shoal and Mischief R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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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Philippine President Fidel Ramos gestures as he 
speaks to journalists during a trip to Hong Kong, China 

after the Hague court's ruling over the maritime dispute in 
South China Sea, August 9, 2016. REUTERS/Tyrone Siu

A Malaysian woman poses in front of a mural of 
missing Malaysia Airlines MH370 plane in a back-alley 

in Shah Alam in Malaysia. (Photo/Getty Images)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even Filipino marines were killed by al-
Qaeda-linked rebels Thursday when they 
tried to raid the group's camp on Jolo 
Island, the scene of previous clashes. 

MH370 Update: Malaysian Airlines Says Will Not 
Compensate For Emotional Trauma; Report Claims 

Flight Nose-Dived At 20,000 Ft Per Minute

Philippines Seeks Formal Talks With China
Amid South China Sea Tension: Ramos

An image from Google Earth 
supposedly showing missing 

Malaysian Airlines flight MH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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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首家提供三星 Note 系列手機的營運商
AT&T*營運商今起推出Galaxy Note7，擴大其三
星設備陣容。 Galaxy Note7 具有 DIRECTV、S 
Pen 手寫筆與虹膜掃描識別等獨特服務功能，為
大熒幕手機設立了新的標準。從 8 月 3 日星期
三起，您可到網站 www.att.com 及 AT&T 門店
預訂 Note7，顏色有珊瑚藍、Black Onyx 和鈦
銀灰。8 月 19 日星期五起在 AT&T 門店開售。

Galaxy Note7 造 型 纖 薄 精 美， 如 果 參 加
AT&T Next計劃，可分30個月付款，每月$29.34 
，或參加 AT&T Next Every YearSM 計劃，分
24 個月付款，每月 $36.67 1。商業客戶則可採
用 24 或 36 個月的「設備分期付款計劃」。您
還可利用「一石三鳥」的優惠，以廉宜的價格
輕鬆享受多種 Galaxy 系列裝置：

• 如果在用 AT&T Next 計劃購買 Galaxy 
Note7 時簽訂兩年合約，可獲贈免費 Gear S2 智
慧手錶，再花 $0.99 可得到 Galaxy Tab E 平板電
腦，這兩種設備均與 NumberSync 兼容。2

• 如 果 用 AT&T Next 計 劃 購 買 一 支 
Galaxy Note7 和第二支符合條件的 Galaxy 智慧
手機，並且兩支手機均採用有效服務，可獲得
減扣總額高達 $695 的 30 個月賬單信用。3

「頂級品質的 Galaxy Note 在 AT&T 的網
絡上相得益彰，更加超卓絕倫，」AT&T 設備
與網絡服務資深副總裁 Jeff Bradley 說。「AT&T 

諸 如 DIRECTV, NumberSync, 和 Advanced 
Messaging 的服務與功能，配上免費的 Gear S2 
智慧手錶，將讓您享受到我們只此一家，絕無
僅有的獨特移動及娛樂體驗。 」

在 Note7、Tab E 和 Gear S2 上 使 用
NumberSync 可簡化操作，讓您的日常使用更加
得心應手。借助 NumberSync ，您可以用親友
和同事均已熟知的單一號碼收發音頻和視頻電
話。4 此基於網絡的功能只有透過 AT&T 才能
享受。

連 同 NumberSync， 您 還 可 以 使 用 AT&T
提供的各種功能與服務 ，包括 HD Voice5、
Wi-Fi Calling6、Advanced Messaging7 和 Video 
Calling8。不論是要發送大位元組附件 ，還是只
想看望一下遠在東海岸或西海岸的親朋好友，
這些創新服務讓您隨時保持聯通。9

當您在 DIRECTV 上觀賞最喜歡的表演、
電影和體育節目現場實播時，Galaxy Note7 雙曲
線 5.7 吋 QHD Super AMOLED 顯示熒幕讓所
有細節之處一覽無遺。10 在家看電視時，借助 
DIRECTV Remote 等功能，您的 Galaxy Note7 
和 Gear S2 可以用作遙控器。要了解如何讓操作
Galaxy Note7 ，請觀看此錄影視頻。

Galaxy Note7 是第一臺具有虹膜掃描功能

AT&T 八月三日起接受預訂三星 Galaxy Note7 手機
購買 Galaxy Note7 時，衹要再花 $0.99，

即可獲得運行 NumberSync 的 Gear S2 智慧手錶和 Tab E 平板電腦 
的 Galaxy 裝置，為打開手機提供了更週全的安
保性能。此外，採用軍用級 KNOX 嵌入 Galaxy 
Note7 裝置硬體，使其在旅行途中的使用具有
理想的安全與可靠性。該手機獨家具有的 S Pen
手寫筆，即使熒幕處於鎖住狀態，您也能夠隨
手記下備忘提醒、靈光一現的想法和會議紀要。
S Pen 還有助於在工作與玩樂之間達到兼顧平
衡，讓使用者輕鬆創建和分享 GIF 動畫，並用
Samsung Notes 功能將筆記和繪圖整理得井井有
條。除虹膜掃描和 S Pen 以外，Galaxy Note7 還
以各種有優質規格及特點見長：

• 3500mAh 電池的電量足夠維持您忙碌
的日程所需。

• 採雙像素技術的用 12 兆像素後置照相
機可拍攝明亮、清晰的相片和錄影視頻。5 兆像
素的前置照相機最適宜用於高解析度自拍。

• 64GB11 內部記憶用 microSD 卡可增至
256GB 12，所以可在 Galaxy Note7 上儲存相片
和 4K 錄影視頻。

• 最新版本的安卓 6.0 棉花糖和高通驍龍
820 四核處理器幫助您把忙碌的生活處理得井井
有條。

若需更多資訊及訂購 Galaxy Note7，請登錄
網站 www.att.com/note7。

* AT&T 產品與服務由 AT&T Inc. 子公司或
關連企業以 AT&T 品牌提供，而非由 AT&T Inc 
直接提供。

Samsung、Galaxy Note 和 Galaxy S 均為
三星電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Company, 
Ltd.) 商標。

1 要求良好信用、0% APR 分期付款協議及
訂購合格服務。稅款須在銷售時付訖。有頭款
規定並可能要求支付。如果取消無線服務，裝
置餘額應立即付清。可有其他費用、收費及限
制。詳情請查詢 att.com/next。

2 三星打包優惠：有時間限制（ 波多黎各
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截止）。必須以 AT&T Next 
或 AT&T Next Every Year 分期付款協議購買
三星 Galaxy Note7；智慧手錶和平板電腦須簽
兩年協議，並且所有裝置應啟動合格服務。如
果只退換智慧手機，則尚欠 $200 手錶折扣和 
$99.99 平板電腦折扣。如果取消服務，應立即
付清餘額 （最高達 $915）。 稅款須在銷售時
付訖。受無線顧客協議制約。可有頭款、押金、
開通/升級費（每項最高達$45）、回架手續費、
提前止約費（最高達 $150） 及其他費用、收費
及限制。可有變化。 詳情請接洽門店。

3  2016 年 8 月 31 日截止。信用折扣從三
個賬單週期後開始提供。新老線路均要求合格
服務（至少 $70/ 月）及一條新線路。可有開通
費、其他收費與限制。詳情請親洽門店。.

4 數據流量使用費率適用於：在平板電腦
未連接 Wi-Fi 時在平板電腦上經由 NumberSync
打出和接聽的電話，以及在智慧手錶上透過
NumberSync 發送的短訊 。智慧手錶必須在
AT&T 擁有 / 操作的覆蓋區內以分享電話號碼。

5 並非在所有地區均可使用。通話雙方必
須有匹配設備，並必須身處 AT&T HD Voice 覆
蓋區內。

6 要求可使用 AT&T Wi-Fi Calling 的手機、 
Wi-Fi 網絡和先用後付無線服務計劃。可有其
限制或收費。若需更多詳情，請查詢網站 www.
att.com/wificalling。

7 收發雙方均必須為 AT&T 先用後付無線
服務顧客，有可使用 Advanced Messaging 的
裝置，處於開機狀態，並必須在 AT&T 擁有
及營運的國內覆蓋區內。限制： 文檔附件不
得超過 10MB。收費：適用您的無線費率計劃 
SMS & MMS 費率。每個文本及文檔附件均分開
計數，按單獨 SMS/MMS 收費。目前裝置選擇
擇有限。若需更多詳情，請查詢 www.att.com/
advancedmessaging。

8 並非在所有地區均可使用。除非使用 Wi-
Fi，否則每通 Video Call 將使用您的無線計劃
項下語音服務及數據流量，屆時將按照您的計
劃相關將使用您的無線計劃項下語音服務及數
據流量費率收費。通話各方均必須 參加 AT&T 
HD Voice 計劃並使用具有 Video Call 功能的智
慧手機，而且 Video Call 須設在其 AT&T 先用
後付賬戶名下。目前手機選擇有限。若需有關
限制更多詳情 / 信息，請查詢網站 www.att.com/
videocall。

9 並非所有地區均有涵蓋服務。
10 可觀賞內容因設備、計劃及觀看地點而

異。
11 部份記憶空間已被現有內容佔用。
12 microSD 卡另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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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原
聲之友會」 在台灣原聲童子聲合唱團演
出次日，臨上飛機前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
行 「感恩惜別晚會 」，出席者皆為此次
活動幫忙的義工及捐款者，主辦單位用心
的安排小朋友在入口兩側迎賓，及將小朋
友分散入座每一桌次，與現場來賓打成一
片，使氣氛更為溫馨。

主辦單位召集人駱健明首先在感恩惜
別晚會上致開場白，感謝在座的
的各位大力襄助； 「台北經文處」 處長
黃敏境在致詞時，再次謝謝所有出席者貢
獻心力，財力，他說 「原聲 」這次在全
美跑了五個地方紐約、華府、聖荷西、達
拉斯、休士頓，光是德州就佔了二個地方
，希望能帶動休士頓滿滿的愛心，更踏實
的追求你的夢。他說： 這群小朋友是台
灣最美麗，最有效率的年輕的大使，並使
他們更踏實，更有信心的努力去實現他們

的夢想。
「原聲 」 的指揮馬彼得表示：每晚

他們都送來一大包水果，使他們好感動，
休巿朋友不僅熱情，還很貼心，他說這是
小朋友的最後一站，小朋友其實蠻累的，
但互相激勵，雖然我們呈現的不是 100%
的完美。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致詞歡迎 「
原聲 」 來到僑教中心，這次 「原聲 」
的演出感動了僑胞朋友及美國主流朋友，
這也顯示了 「原聲 」，藉歌聲走出部落
，藉歌聲走向世界。

晚餐的時間安排本地的餘興表演，包
括季玉珍，馮怡雯演唱了改變歌詞的 「
山裏來的小孩 」，以及王箴演唱 「God
Bless Texas 」，及著名藝人現為牧師的康
嘉欣演唱 「自耶穌住在我心」，及帶領全
場來賓一起參與的（ 帶動唱） 「高山青
」，都為全場帶來高潮。

最後由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 財務
甘幼蘋上台報告募款收入，包括大家的捐
款及前一日演唱會100 張CD 全部賣光，
前一晚算帳到凌晨三時，總計收入$47668
元，經理事會開會決定動用基金$6000 元
，現總計捐出$53668元，
由指揮馬彼得及校長洪春滿代表接受。會
中並由 「鑽石級」 贊助， 「台商會」 會
長梁慶輝，陳美雲夫婦代表所有贊助者致
詞，感謝所有原聲合唱團帶來的韻律與活
力，使大家又回到以前台灣的記憶。

會中並由休士頓 「原聲之友會」 頒
發所有贊助者獎牌給 「鑽石級」 梁慶輝
，陳美雲夫婦， 「玉級」 獎牌給 「金城
銀行 」 黃國樑夫婦等人， 「金級」 獎牌
給 「恆豐銀行」代表周明潔等多人及 「
銀級」 獎牌給顧寶鼎等多人，及由郭穎
逐一介紹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 」 團隊，
並致贈紀念品給所有幫忙的義工們。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主辦 「 感恩惜別晚會 」
休巿捐款不落人後建校贊助捐款高達53668元

（ 休士頓/ 秦鴻鈞 報導） 「台灣原聲童聲
合唱團 」於演出次日下午， 「感恩惜別晚會

」 之前舉行記者會，由 「原聲」校長 洪春滿，
指揮馬彼得、志工車和道等人向記者們介紹成

立 「原聲音樂學校」 的使命感，及合
唱的魅力，及通過對這些小孩的教育，
為部落做一些事。

「原聲」 的海外代表車和道首先表
示：他負責 「原聲教育學會」 在海外
的活動，讓世界聽見玉山的聲音。車和
道表示： 「原聲」 於2013 年去加州，
2014 年去日本，2015 年去歐洲（ 德國
，波蘭，奧地利 ），2016 年來美國五
個城巿，作五場演出。當天上午，他們
還趕去休士頓醫學中心的 MD Ander-
son, TX. Children Hospital , Methodist
三 所 醫 院 演 唱 ， 貢 獻 他 們 的 能
力-----歌聲，撫慰這些病人，老人
，使他們得到安祥，和平。今天是他們
在美的最後一站，這次 「原聲 」 的四
大支柱都來了。他們成立音樂學校，兒

童合唱團的主要目的，是藉
用合唱，訓練他們的紀律，
忍耐度，同情心。

馬彼得校長表示： 他是
「原聲」 的指揮，原是四人

幫，還有兩位老師先回去了
。他把重點放在孩子的合唱
練習上。他感覺部落裡的小孩，資質不錯，其
實他們缺乏機會，透過力量幫他們一把，改變
命運。才建立一個這樣的學校。

馬校長說： 他在 2008 年成立 「台灣原聲
音樂學校 」，部落的小孩，假日無所是事，晃
來晃去，缺乏對未來的競爭力。剛開始時他自
己先掏腰包，跟他太太在山上認真教學，不到
一年多，因為太勞累，他連續住院兩年，其間
經很努力募款，現在八年過去，最大的學生要
上大一了，他教布農族，以合唱為主 ，八部合
音，學習人與人，人與天的關係，其教育的內
涵： 是經由合唱的魅力，讓小孩學會紀律。並

使這些孩子將來成為 「部落」 的典範和精英。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 的召集人駱健明說

： 這些孩子值得我們陪他，給予他鼓勵。這些
小孩子有禮貌，蠻聽話的，且大的照顧小的，
常犧牲自己的花費cover 別人的超支。我對他們
的要求： 不要高學歷，要有使命感，願意回來
為他們的部落服務。這是最後一站，小朋友特
別累，能陪伴他們，我覺得是很高的享受，義
工媽媽們也很照顧他們，愛護他們。

郭穎女士表示： 六月八日成立籌備會時，
休士頓只有 5% 的人知道 「原聲」，現已有
95% 的人認識他們。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開記者會
介紹成立 「 原聲音樂學校」 的緣起和目的

（ 左起）圖為 「 原聲」 的指揮馬彼得，校長 洪春滿，頒獎給
「鑽石級」 贊助人梁慶輝，陳美雲夫婦。（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黃處長（ 左一） ，駱健明（ 右一） 頒獎給 「 玉級」 贊
助者 「 金城銀行」 總經理黃國樑（ 右二），及 「Crown Mark
」 蕭小 姐的代表（ 左二 ）(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原聲合唱團及休士頓原聲之友會的代表合影
於記者會上（ 前排左起） 「 原聲」 的鋼琴伴奏趙慧
菁老師，校長洪春滿，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 票務郭
穎，副召集人王秀姿。（ 後排左起） 「 原聲」 海外
代表車和道，指揮馬彼得， 「休士 頓原聲之友會」
召集人駱健明。（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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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舉行傳統花車遊行 精美花車扮靚街道

眾比基尼美女大秀性感風姿
為巴西美臀小姐大賽預熱

巴西聖保羅，模特們身穿比基尼亮相聖保羅人大道，為2016巴西美臀小姐大賽預熱。巴西美臀小姐大賽將於
11月9日決出冠軍。

台北故宮博物院
舉辦兵馬俑特展

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行“秦文化與兵馬俑特展”。據組辦方介紹，該
展覽精選文物189組，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呈現出千年以前秦人的歷史真
相，所展文物中高級別文物比例創新高，品相完好。

二維碼支付標準將出
“銀行系”競爭力不容小覷

日前，央行指導支付清算協會完

成二維碼支付業務規範的制定，正向

會員機構征求意見。壹度因安全問題

被叫停的掃碼支付，即將在統壹的監

管標準下獲得全面推廣。商業銀行、

支付機構、銀行卡清算組織等市場主體

正摩拳擦掌，為老百姓帶來更優質的

支付體驗。

誕生初期隱患重重被叫停
二維碼並非誕生於支付行業，但自

2011年支付寶、財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機

構陸續將其引入支付領域，因使用便

捷、對支付環境門檻低等特點，掃碼支

付很快流行起來。

與二維碼蓬勃興起相伴的，是不少

業內人士的擔憂：二維碼沒有防偽功

能，支付指令驗證手段單壹，容易被不

法之徒利用。事實上，確實有不少用戶

“中招”，掃碼後手機被植入木馬病

毒，銀行卡號、驗證碼等信息泄露，導

致資金損失。

“另外，二維碼支付向線下實體

商戶推廣較快，但交易差錯處理、糾

紛解決機制等配套規範並沒有跟上。

”中國社科院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楊濤說。

央行支付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推

出初期，二維碼支付沒有統壹的技術標

準和檢測認證標準，更沒有相應的消費

者權益保護制度，如果全面推廣可能會

引發大面積客戶資金損失和信息泄露風

險。於是，2014年 3月央行叫停了二維

碼支付。

此後，央行壹方面指導支付清算

協會和銀行卡清算機構研究制定相關

規範和技術標準，另壹方面也未堵死

掃碼支付探索之路。在央行有限度地

支持下，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機構推出

“反掃”，讓商戶用掃碼器掃消費者生

成的二維碼，壹定範圍內推進二維碼

支付發展。

推廣條件逐漸成熟被認可
隨著條碼支付技術、消費者支付

安全意識不斷提升，監管部門對於二

維碼的態度逐步發生轉變，不僅明確

其“作為銀行卡支付有效補充”的支

付定位，還將在規範制度確立後全面

推開。

記者了解到，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征

求意見稿緊緊契合網絡支付新規，處處

體現監管思路。央行還表示，待條件成

熟後，將適時推動二維碼支付自律性標

準上升為金融行業標準。

在實名制要求方面，征求意見稿規

定，客戶用於生成條碼的銀行賬戶號碼

或支付賬戶賬號、身份證件號碼、手

機號碼進行關聯管理；在風險防範方

面，參照網絡支付新規對交易施行

A、B、C 三級限額管理，其中不足兩

類要素驗證的，支付賬戶單日累計金

額不超過 1000 元；在技術標準方面，

支付清算協會專門發布了《條碼支付

技術安全指引》和《條碼支付受理終

端技術指引》，保障條碼支付業務的

交易安全和信息安全。

“當下，發展條碼支付的條件比此

前成熟了許多，在便捷性和安全性上達

到了新的平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

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渺表示，支付

機構的業務流程、業務規則、資金安全

保障等都得到進壹步改善；同時，二維

碼支付嵌入令牌技術，對消費卡號進行

變異處理，解決了交易信息在傳輸中被

截留的問題，使得二維碼支付安全性得

以提升。

二維碼支付市場格局或將改變
近年來，二維碼支付在餐飲、超

市、便利店等支付場景的受歡迎程度有

增無減，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兩家機構在

二維碼支付領域占據著絕大部分市場。

支付寶公眾與客戶溝通部總監朱健

介紹，支付寶線下覆蓋商家數超過 100

萬，支付寶口碑線下二維碼支付筆數超

過1000萬筆。

“二維碼支付是市場需求的產

物，開放是遲早的事。”易寶支付

CEO 唐彬表示，屆時，傳統金融機

構絕不會錯過機會，將發力拼搶移

動支付市場。

7月 15日，工行正式宣布推出二維

碼支付產品；郵儲銀行、中國銀行、民

生銀行、平安銀行等多家銀行早已支持

二維碼轉賬；中國銀聯與部分商業銀行

開展合作，擬把二維碼充實到“雲閃

付”產品中……

董希渺認為，央行對二維碼支付看

重業務規範、風控能力，銀行業金融機

構在這壹點上優勢明顯，加上具有專業

的產品設計能力，“銀行系”二維碼支

付產品的競爭力不容小覷。

“促進各種支付工具發展最大的

動因是消費者。”楊濤認為，支付產

業發展不僅僅是支付工具的創新，更

是源於背後的市場需求、商業模式、

生態圈等。“在卡組織、銀行機構、

非銀機構、商戶等市場主體各顯神通

的同時，合作空間也越來越大，將為

消費者帶來更加便捷和安全的支付體

驗。”

11部門吹響企業提質增效號角 創新求變助力經濟轉型
綜合報導 日前，工業和資訊化部、國家發

改委、財政部、銀監會、證監會等 11 部門聯合

發佈的《關於引導企業創新管理提質增效的指

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在新形

勢下，引導企業創新管理、提質增效，是應對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穩增長的重要措施；是推

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重塑國際競

爭新優勢，提高我國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的有

力支撐。

對此，北京大學校友創新聯合會 HR 專委會

副會長余大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經

濟在高速發展 30 年之後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外貿相對低迷、人力成本、原料成本迅速上

漲，中國企業需要突破困境，同時亟待推動創

新發展。

“企業的管理水準與經營狀況是決定經濟

發展的重要因素。”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李永剛

對記者表示，在整個經濟發展環境並不有利的

條件下，依靠創新企業管理，提高企業經營品

質與效益，同樣是扭轉經濟增速下行趨勢，實

現經濟轉型升級與穩增長的重要舉措。從總體

上看，我國企業管理距離國際一流企業管理水

準還有明顯差距，通過管理創新來提質增效的

空間還比較大。

余大洪認為，中國企業目前面臨三大挑

戰。第一，人口紅利、資源紅利消失，人力成

本、原料成本迅速上漲，原有粗放式發展模式

難以為繼，需要創新業務模式，加強內部管

理。第二，中國企業處於高度競爭的環境中，

其中，民營企業將操縱控制型的管理髮揮到了

極致，但同樣也面臨著發展的瓶頸。第三，企

業之間存在低水準重復競爭，導致利潤下降，

甚至虧本經營。

余大洪表示，企業要強調以人為中心，

發揮每個人的企業家精神，實現自我控制的

管理。要把每個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

揮出來，共創企業願景，形成自下而上的創

新。

如何應對當前經濟發展困局？李永剛認為

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把著力點落到

企業身上，政府的引導扶持規劃和金融部門的

支援對接只能起輔助作用，通過企業的提質增

效才能實現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二是對企業所

面臨的困難要有充分的估計。企業管理創新是

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要期望企業管理與經營會

很快發生根本性轉變。三是要加快國有企業改

革的進程，全面建立國有企業的現代法人治理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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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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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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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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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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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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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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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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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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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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黎瓊芳Connie Lai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713-480-9988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Agent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B9休城讀圖

休斯敦華裔聯盟和休斯頓槍友匯聯合組隊
參加第 13 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節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斯敦華裔聯盟 HCA 和休斯頓槍友匯 HANGO 聯合組隊參加 10 月份的第 13 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 , 共有近五十人參加。

休斯敦華裔聯盟和休斯頓槍友匯聯合組隊參加第 13
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節共有近五十人參加。

龍舟籌備組宣佈籌款募捐活動也得到了一些商家和個人的支
持 , 現在已有大四川 888 的冠名捐款 , 還有騰龍教育學院 , 面
面俱到 , 豐建偉醫生 , 陳幹和覃揚等 . 龍舟組委會歡迎各商家
和個人繼續踴躍捐款，支持本次活動。

兩強聯合，組成倆隊 , 意在摘金奪
銀 , 同時彰顯華人社團間的團結一
致。 華人龍舟隊隊員也進行了組隊和模擬練習活動。

孫盈盈表示、去年由華裔聯盟組織
的第一支華人龍舟隊一舉奪冠 , 在
當地社區和華人社團中引起很大反
響 , 徹底打破了華人只重讀書不重
體育的偏見。

8 月 7 日周日下午 2 點 -4 點在中國人活動中
心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 正式宣布聯合組隊參加
10 月份的第 13 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

華人龍舟隊隊員也進行了組隊和模擬練習
活動。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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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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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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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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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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

2016年9月移民排期進展堪憂，期待10月有所改善
A 表為最終綠卡排期表，

B 表為綠卡遞交排期表。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0 年 01 月 01 日,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
等
第二優先：2010 年 01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0 年 01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4 年 01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2 月 15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
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
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2014年2月01日
第三優先：2016年05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6 年 05 月
01日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
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06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 年 05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9 年 08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5 年 5 月 1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
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
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9 年 09 月 15 日中國大
陸2009年09月15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4年11月15日中國
大陸2014年11月15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02 月 01 日中國
大陸2010年02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4年12月01日中國大
陸2004年12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3 年 10 月 08 日中國大
陸2003年01月01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01 月 01 日中國大
陸2010年01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11月22日中國
大陸2015年11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2 月 08 日中國
大陸2011年02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8月22日中國大
陸2005年08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4年06月15日中國大
陸2004年06月15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配偶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
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
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5月4日在聯邦公告上
公佈，將調漲移民申請費用。
公示期於 2016 年 7 月 5 日結束
。移民局將在公示期結束後公
佈最後的調漲價格。就目前公
示的內容看，綠卡延期的申請
費（I-90）將從$365 漲到$455
，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將從現在
$325 漲 到 $460。 親 屬 移 民
(I-130)申請費將從$420 調到
$535。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
美證（I-131）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申請$575。職業(勞
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將從

$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
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
請費將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
$1140(不包括指紋費)。拿到婚
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
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
不包括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
從每份申請$380 漲到$410。指
紋費$85 不變。公民入籍的申
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包括
指 紋 費)。 投 資 移 民 申 請 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投
資移民臨時綠卡轉成正式綠卡
，I-829申請費$3750不變。投
資移民區域中心 I-924 申請費
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
局還提出一項新的收費，將
I-924A的投資移民區域中心年
度登記費設為$3035。移民申請
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2010年11
月。
2. 移民局日前宣布，2016 年 4
月份前五個工作日內共收到
236,000份的申請，並已經完成
了抽籤程序，選出了 65,000 個
常規申請和 20,000 個留給在美
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申請。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
被抽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
。移民局將會不晚於5月16號
開 始 審 理 要 求 加 急 處 理 的
H-1B 申請。收據也將在 5 月
16號之前陸續寄出。
移民局關於此新聞的官網鏈接
是 ： https://www.uscis.gov/
news/alerts/uscis-com-

pletes-h-1b-cap-ran-
dom-selection-pro-
cess-fy-2017
3. 美國最高法院今年 1 月
19 日宣佈，正式受理奧巴
馬總統通過行政法案推行
移民改革的案件，其判決
結果將影響到全美近 500
萬非法移民的身份問題。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
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
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
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
。請視個人具體情況諮詢
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
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
。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
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
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
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5: 30
(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
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
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
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
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
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
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
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
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託
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
，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
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
可 在 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綜合報導）奧巴馬政府準備在奧巴馬總統卸任之前，改變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的付款方式，目前正對付產業集團的
阻力。

政府當局辯稱，更改Medicare付款方式，是要讓付款更聰明
，節省金錢，並且激勵優質護理服務。奧巴馬政府並且表示，反
對改變的人只是要保護他們的獲利。

不過，反對奧巴馬政府改變方案的人指出，奧巴馬政府企圖
超越其權限，急着要在卸任前改變Medicare付款規則。

「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提出數項建議，要改變Medicare對照護老
人的付款方式。它準備不再付款給個人檢驗和程序，取而代之的
，是要獎勵醫生提供的健康成果。

這項建議最大爭議在於它會改變 Medicare 的 「B 方案」
（Part B）對用藥的給付。Medicare目前是對病人用藥，付出一
定比例給醫師，但奧巴馬政府要改為對醫師付給固定費用。

產業集團中包括 「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Pharmaceuti-
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和一個醫治癌症的
醫師集團都表示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改變付款方式會傷害病人取
得藥物的程序。國會兩黨議會都贊同這些反對奧巴馬政府企圖改
變Medicare的付款方式。

今年五月，共和黨國會衆議員皮特斯（Joe Pitts）在聽證會
上說， 「衛生和老人的福利是不容試驗的。」

奧巴馬政府對醫院訂定一個護理過程用支付額度 「綑綁付款
」（known as a bundled payment），包括髖關節置換術或心臟手

術。
「美國醫院協會」（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說，奧

巴馬政府的改變來得太快，一項擴大髖關節和膝關節方案在它開
辦三個月就宣佈改變。

「美國醫院協會」副主席喬安娜. 希亞特. 金（Joanna Hiatt
Kim）說， 「我們並沒有學到如何去做， 『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
服務中心』就已經建議要擴大執行。」

支持改變的人認為批評沒有什麼道理，它辯稱產業應該支持
提高效率的作法。

前奧巴馬政府衛生顧問，現任賓州大學教授的吉克. 伊曼紐
醫生（Dr. Zeke Emanuel）說， 「沒有狗屎，私家偵探！」

奧巴馬擬改Medicare付款方式 Part B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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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經 常 帶 有
這樣的一個想法：
身為中國人，生活

真的是多采多姿。單以中國人的傳統節日
而言，就己是豐富多元，每年打從正月開
始，就先有春節新年，舉國同慶。同月中
，即有正月十五上元宵節。這是一個有著
千年歷史的、公開的、名正言順的讓少男
少女走出家門，踏足戶外來結交異姓朋友
的交際活動。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
，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
」。這首描繪正月十五戀人眷戀的詩句，
名重百年，不少華人都會啷啷上口。上世

紀五十年代，香港仙鳳鳴粵劇團的鎮山戲寶之一的
「紫釵記」，在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三大粵劇

紅伶的精彩表演下，把元宵節，這個中國情人節，
推薦得格外出突出。在廣大華人社會中，份外傳頌
。到了三月份，有清明節，華人慎終追遠，未忘宗
族。五月份出現端午節，有紀念愛國詩人屈原之餘
，申張愛國主義。來到七月，踏入本文正題，便七
月初七七姐誕，及七月十四盂蘭節。去到八月的中
秋佳節，大家風光迎月、賞月、追月。食月餅，看
嫦娥，不勝歡樂。九月有重陽，重九登高，不忘古
訓。到了年尾，過冬大過年，就結束了中國人的全
年節日了！

我僅僅是匆匆寫下，已有10中國節日，若然每個
節目均依循中國舊例來過日子，就顯得我們的生活

內容，每個月都好像過年矣。
不過在上述眾多的佳節中，七月初七的七姐誕，我
是份外注情。七夕節，又名七巧節或七姐誕，是中
國內地、華人地區以及東亞各國的傳統節日，在農
曆七月初七慶祝，來自於牛郎與織女的傳說。在現
代社會，七夕也被稱為是 「中國的情人節」，意謂
： 「相會」，也是東方版本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同
樣是一個恆久歷練的愛情故事。我大有”非遺十年
古，七夕今傳氶” 的感受，對這個浪漫節日，歲歲
心儀，也許是小時候，深受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
漢女”，“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古人留
下的七夕詩詞的薰陶，至今依然打動吾心。

像我有這樣心態的中國國民，原來也有不少，
今年七夕前夕，一場由中國風藍墨軒文學會組織的
七夕詩歌評選活動，正在網絡上如火如荼地舉行，
這給這個古老的節日活動，增添了一抹現代色彩。
豐富的文化活動，多種多樣地煥發出新機來。

“橋成漢渚星波外，人在鸞歌鳳舞前……”三
十二歲的北京詩歌愛好者田桐，參與了活動並為七
夕賦詩。她告訴記者，七夕文化內涵豐富，參與主
題詩會，可以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把詩言歡
”，這是保護和傳承七夕傳統的方式之一。

今年的八月九日是中國農曆七月初七，也就是
七夕。七夕源於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愛情傳說，作
為千百年來中國最具浪漫色彩的節日，中國宋代大
文豪秦少游的那首詞：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逅暗渡，金風

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

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道出了千萬戀人兩地相思，柔腸百轉的郎情妾

意.
儒生有幸年青戀愛時，沒有這種悽然情緒。不

過詩詞中的意境，自唸過之後，就形景不離，終生
難忘。而今年的七夕的這一天前後，中國各地舉行
的文化活動豐富多樣，力圖讓這個古老節日煥發出
新的生命力來

今年也恰逢中國七夕，被列入“非遺”十周年
。二○○六年，七夕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以期讓更多年輕人理解七夕的文
化內涵。十年來，伴隨著保護和傳承力度的加大，
七夕節的傳統意蘊，逐漸受到社會關注和挖掘延展
。據史料記載，七夕節源於漢代，有著二千多年歷
史，是一個以愛情為主題，以女人為主角的節日，
又稱乞巧節、女兒節。這一天，中國民間有乞巧、
曬書、拜月、拜魁星、吃巧果等趣味習俗。

隨著農耕文化的淡出，一些傳統習俗日漸式微
。但那些符合中國優良文化傳統、契合時代精神的
內容，例如牛郎織女對愛情的忠貞與堅守、家庭責
任的擔當等精神內核，還在不斷傳承。在傳統七夕
民俗中，最常見的是女子“乞巧”、“乞美”等活
動，即乞求心靈手巧、容貌嬌美。在成書於南北朝
時期的《荊楚歲時記》中，就有“是夕，人家婦女
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陳幾筵酒
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的記載。到了唐宋時期，七

夕之夜，宮中嬪妃要在月下比賽用九孔針穿五彩線
，速度最快者“得巧”。

有民俗學者指出，七夕近年來有“情人節化”
的趨勢，是社會變遷和文化交流的產物，應被視為
節日“新民俗”的一部分。同時，應當珍視傳統節
日背後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從而實現“古為今
用”。 “節日是文化的縮影，我們應當多關注節日
如何將優秀的傳統文化傳承下來，並在潛移默化中,
塑造中國人的性格。”

農曆七月初七為“七姐誕”，至今仍有老一輩
依循習俗, 於當天祭拜七姐，承繼傳統。時至今天，
已非昔日重男輕女的社會，乞巧原意漸漸消失。但
作為當下青年，應在傳統儀式消失前，把既定流程
及習俗意義等, 一一記錄下來，並以影像保留，讓節
日核心價值, 傳承下去。

自古以來, “七姐盆”內見端倪“, 七姐誕”信
女求良緣，七夕夜牛郎織女鵲橋相遇的故事，深入
民心，於世界各地華人社區等廣泛流傳，是中國傳
統節慶中一個較少有的女信衆專屬節日。“七姐誕
”與其他神誕有別，沒有大型慶典儀式，主要靠民
間自發慶祝。

坊間所以慶祝該節日，旨為乞巧，即祈求姻緣
。由於古時女性身份所限，鮮出閨門，閒時祇好在
房內做針線女紅，練就一手優秀的女紅技藝，信衆
會在乞巧節當天祈求能有一雙像織女一樣的靈巧之
手，日後因一手好女紅而嫁得如意郎君。這些都能
從所謂“七姐盆”中的剪刀、紅頭繩、胭脂、水粉
等祭品一見端倪。在節日的背景中，亦充分表現出
中國傳統婦女的生活，更包含著重要的社會及精神
價值。

“年年乞與人間巧 不道人間巧已多”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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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胎死腹中 中國意外之喜
楊楚楓

本文啟筆之際，需要先向廣大休市民眾解
釋一下，TPP是什麼東東？

它就是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
協議」（英語：The Trans-Pacific Partner-
ship，縮寫：TPP）這是 20 多年來，北美
自由貿易協議之後，世界上最重大的自由
貿易協定。 該協議乃由美國發起、. 自稱
為高品質、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從理
論上和TPP的規則上說，任何國家都可以
加入TPP，但惟獨中國不行，環太平洋11
國經過10年的曲折談判，應在去年10月5
日在美國亞特蘭大的部長級會議上簽約。
不過尚有一些程序未至完善，故而擱置下
來。美國制訂該協議的目的，旨在在經濟
範疇內，制衡中國，因此中國雖然是亞洲
第一大國，但卻沒有加入，反而讓習近平
國家主席，提出了 「一帶一路」，跟美國
的TPP一較高下。不過中國人甚有豐度，
由始至終，對TPP協議的簽訂，都表示謹

慎歡迎。 TPP的12個簽約國包括：美國
、日本、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文
萊、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墨西
哥、智利和秘魯。Feb 4, 2016 - 牽涉 12

個國家，亞太區最大規模的多邊自由貿易
協議 「TPP」終於在紐西蘭簽署完畢，看
起來，應該是可以揚帆出海了。

不過世事總不是平坦無礙，實際上這
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東
西，是近年來國際貿易格局乃至政治格局
裡屈指可數的大變化，而今天的變化，發
夢也想不到，竟然出現在美國政海中。

美國眾議院議長瑞安近日表態，美國
國會不會在今年內表決《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協定》，因為“不會有人投（贊成）票
”。同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雖然在日
前的全代會上，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卻
有一個共識，就是反對ＴＰＰ。今年美國
總統選戰恐對ＴＰＰ造成致命打擊，而Ｔ
ＰＰ在大選後或下屆新政府任內闖關成功
，機會渺茫。

包括美國在內的十二個亞太國家去年
底達成ＴＰＰ協議，ＴＰＰ可說是由奧巴

馬幕後一手策劃，是美國重返亞太、孤立
中國的重要一步，想不到今天竟成大選的
票房毒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一改
共和黨半世紀以來支持自由貿易的路線，
將封殺ＴＰＰ當作選戰主軸，他的副手彭
斯原本力挺ＴＰＰ，現已轉軚。曾支持Ｔ
ＰＰ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莉，去年十
月在ＴＰＰ談成的幾天後，向黨內對手桑
德斯引發的反ＴＰＰ情緒低頭，改口表示
反對。她的副手凱恩在確定與希拉莉合作
的幾天前，還說支持ＴＰＰ的各項原則，
如今凱恩的發言人說他也反對了。

傳統上支持類似貿易協定的共和黨員
認為，ＴＰＰ不應該急著在“跛腳鴨國會
”中表決；民主黨全代會反ＴＰＰ情緒更
強烈，包括奧巴馬等多位講者在全代會中
遭聽眾咆哮“不要ＴＰＰ”。

支持者認為，未能通過ＴＰＰ代表美
國在國際舞台的領導地位下降，削弱奧巴
馬“重返亞洲”外交政策；反對者則認為
ＴＰＰ傷害美國勞工。

美國總統候選人通常在競選期間反對
自由貿易，但勝選後又重新擁抱並推動自

由貿易，希拉莉丈夫克林頓如
此，奧巴馬亦如是。然而，希
拉莉自身的政治形像是一個需
要考慮的因素。希拉莉在美國
一直不受下層民眾歡迎，不少

選民認為希拉莉不誠實、不可靠，如最近
的民主黨郵件洩露醜聞所顯現的。然而，
考慮到希拉莉去年對ＴＰＰ的態度轉變已
經損害了她的聲譽，在這種情況下，她還
不如堅持這條對ＴＰＰ“黑到底”的路線
。所以，假如希拉莉上台，為她自身的政
治資本考慮，估計她會堅持對ＴＰＰ的反
對立場。

ＴＰＰ支持者如今寄望奧巴馬能成功
力爭ＴＰＰ於年底前在國會表決，但參眾
兩院共和黨領袖都表明無計劃於年內提案
討論。共和黨籍眾院議長瑞安說，奧巴馬
政府把ＴＰＰ的藥物知識產權等條款“搞
砸了”，想討好民主黨議員不成，反倒引
發更多共和黨議員反對。支持自由貿易的
參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說：“今年表決
ＴＰＰ的機會很低，因為恐怕不是最佳時
機。”華爾街投資策略分析師形容，ＴＰ
Ｐ現在的狀況，有如“釘子逐漸釘入棺木
”。

若美國最終缺席ＴＰＰ，將重創ＴＰ
Ｐ及美國的外交經貿政策，沒有美國的Ｔ

ＰＰ只會變成笑話，原本聯群結黨孤立中
國，到頭來始作俑者置身事外；美國在亞
太地區的盟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澳
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冒著得罪中國而加入Ｔ
ＰＰ，最後卻遭美國出賣，試問美國日後
如何再游說國際盟友支持？若ＴＰＰ最終
失敗，最受傷害的自然是奧巴馬的聲譽及
功績，因此無論基於國家還是個人利益，
奧巴馬都要搶救ＴＰＰ。

奧巴馬必須在明年一月離任之前，靠
自己推動國會通過。因此奧巴馬借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日前訪美之機，與李唱雙簧，
由李顯龍向美國追問ＴＰＰ的進程，從而
在美國一片反對ＴＰＰ的聲浪中，讓奧巴
馬及其宣傳機器警告美國國民，若ＴＰＰ
無法落實，將令美國失去亞太盟友、失去
亞太自由貿易的主導權。有關亞太經貿與
外交的主導權，更會落入中國手上，這並
非美國人樂見的。奧巴馬希望ＴＰＰ不至
在總統大選中被一棍打死，並要爭取國民
對ＴＰＰ的認識及支持，那他在十一月初
的大選後，才有空間讓ＴＰＰ議題復活及
闖過國會。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及
希拉莉，對中國都表現不友善，令未來中
美關係蒙上陰影，但ＴＰＰ若因今次選舉
而幾近胎死腹中，奧巴馬又最終搶救失敗
，對中國無疑是意外之喜。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 中國在美房地產直接投資」 午餐研討會

全體參加午餐研討會的人士合影於華美銀行。

介紹華美銀行出席
研 討 會 的 經 理 （
右起 ） 資深公關
經 理 張 凱 旋 （
Paul Cheong ), 資
深 顧 問 經 理
Ju-Chin Fu, 投 資
部 門 副 總 裁 Mi-
chael Lai

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劉謙義（ 左立） 回答提問
，（ 右立 ） 亞裔地產協會會長林富桂。

圖為地產協會成員 Danny Nguyen ( 立者 ） 提問。

位於華美銀行十號公路大樓的午餐研討會現場。

當天月會的幸運抽獎。

助理分行經理 Alex Chang ( 立者 ） 主講 「 電子橋
（eliteBridge)及小型企業的解決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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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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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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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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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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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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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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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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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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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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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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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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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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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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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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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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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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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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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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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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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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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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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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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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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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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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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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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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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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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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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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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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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月14日 Sunday, August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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