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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博物館年度晚宴
保留平面印刷歷史文物和展覽品聞名的休士頓印刷博物

館(The Printing Museum)13 日晚在休士頓鄉村俱樂部

(The Houston Country Club)舉辦年度「古騰堡晚宴」(The
Gutenberg Dinner)﹐邀請該博物館贊助商和會員共同慶

祝平面印刷一路以來的歷史軌跡以及對文物保留的貢

獻﹒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夫婦與Glen Gondo出席活

動﹒現場邀請O.H. Frazier擔任午宴主講人﹐並舉行無聲

拍賣﹒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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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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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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金秋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10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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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0月31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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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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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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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Houston Area: 
Main O�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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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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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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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www.af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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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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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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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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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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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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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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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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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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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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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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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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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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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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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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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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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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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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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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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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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趙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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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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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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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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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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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常念

歡迎參與 念 佛 共 修 活 動
南無阿彌陀佛

休士頓淨宗學會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
www.amtb.org.tw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Houston

電話：Tel:713-339-1864
Fax:713-339-224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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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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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書記 張榮森 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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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移民﹑探親﹑留學﹑觀光的鄉親一起來敬拜

E-mail GTPCHGRACECHURCH@GMAIL.COM

耶蘇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來就近我﹗我要給你安息

主日禮拜10:00AM 星期四晚上8時查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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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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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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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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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南無阿彌陀佛
www.amtb-aus.org

淨空法師每晚七點至九點
講大經解 歡迎點播

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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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卓越神父
281-575-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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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a.m. 中文

歡迎您來聽福音，一同敬拜事奉神

仁愛華人浸信會
TALLOWOO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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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下午七時卅分
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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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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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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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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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美國總統大選進入衝刺階段
美南日報開設“我看总统大選”周末專欄

（本報訊）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衝
刺階段，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被稱做是預測
難度最大的一屆，截止目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裡已完成本月9日
的第二場辯論，雙方激烈角逐，難分高下。

此次大選也引起僑社各界的高度關注，本報
編輯部近日接到不少讀者的電話和來信，紛紛發
表對今年大選的看法，本報已在周末特別開設
“我看总统大選”周末專欄，歡迎讀者踊躍投稿
，各抒己見。

來 稿 請 用 電 子 郵 件 傳 至 scdailynews-
room@gmail.com 字數不超過 800 字，要求觀點
明確，言簡意賅。

休斯頓華人社區特別是中國
城最近一段時間連續遭遇搶劫搶
車等犯罪案件，華人人身安全受
到嚴重威脅，成為直接的受害者
。

昨天，休斯頓紀事報刊登文
章，報導今天下午2點至四點在位
於 休 斯 頓 的 主 要 商 業 區 Wes-
theimer 街道 Post Oak交接的Gal-
leria 地區舉行反犯罪抗議集會。

報導稱，最近幾個月以來，
休斯頓接連發生針對亞裔的的搶
劫犯罪案件，也促使亞裔僑領和
受害人採取行動，呼籲執法機構
加大打擊犯罪的力度。

今年7月，中國城不斷發生多
起搶劫案件，十幾個華人社區組
織的僑領紛紛寫信要求休斯頓市
長特納采取更加嚴格的治安措施
，對無法容忍的華人社區治安現
狀表示擔憂。

休斯頓移民律師 Jessica Chen
表示，從今年四月份以來，大休
斯頓地區亞裔居民遭遇搶劫的數
量超過50起。

除了中國城和西南休斯頓地
區發生的案件包括搶包和劫車之
外，抗議者也對亞裔商人的安全
表示擔心，由於亞商常有攜帶現
金的習慣，因此也成為犯罪人瞄

準的對象。
同時，社區人士也提醒民眾

謹防駕駛時被犯罪人跟踪，避免
到了家門後遭遇搶劫。

近期各界對治安的擔憂隨著
另一起槍殺案的發生更加嚴重，
一名 33 歲的餐廳老闆和大廚 Mi-
chael Kusuma9 月份在哈瑞斯縣北
部的自己家中被持槍者搶劫錢財
，遇害人是一名來自印度尼西亞
的移民，來美國後在Sunny Side街
道上開設了一家餐廳，早餐受到
民眾歡迎。

社區治安堪憂 華人社團今天舉行集會呼籲加大治安力度

2017年 「奧巴馬健保」登記作業
將從今年11月1日展開，讓民眾在健
保項目中挑選適合自己的保單。 「標
普全球評級」作出 「明顯減緩」的預
測，主要是有些大型保險公司因為過
去經辦健保造成虧損，於是決定在若
幹州份退出 「奧巴馬健保」業務，這
會造成負面影響。

標普預測2017年 「奧巴馬健保」

登記人數，將在1，020萬人至1，160
萬人之間，如果是低標的預測成真，
那是比今年健保人數減少百分之 8，
若是高標預測實現，則有百分之4的
成長。

「奧巴馬健保」包括今年在內，
共已實施三年，這三年健保登記人數
分別是，2014 年 630 萬人，2015 年
880萬人，2016年1，100萬人。標普

預測 2017 年健保登記人數
為 1，020 萬人至 1，160 萬
人，已失去過去三年大幅增加的正面
趨勢，而是人數減少或只有微增。

根據 ACASignups.net 的資料，今
年 「奧巴馬健保」保費上漲，平均將
提高百分之25，目前納保的民眾無法
符合2017年聯邦健保補助的資格，但
保費卻要大幅提高，使他們因為無力

負擔而必須退出。標普表示，如果
2017年之後， 「奧巴馬健保」保費能
夠控制，不再大漲的話，健保登記人
數還是會回籠的。

在 「奧巴馬健保」法律通過的
2010年，全美共有約2，000萬人沒有
健保，由於 「奧巴馬健保」實施，使
無健保人數與比例大幅下降至最新紀

錄。不過，這項減少無健保比例的德
政的主要關鍵，在於聯邦政府挹注大
筆經費，對低收入民眾補助參加健保
的費用，而且在許多州份，在 「奧巴
馬健保」法律之下，擴大 「聯邦醫療
補助」（Medicaid，加州稱為 Medical
，也就是華人所稱的 「白卡」）。

歐記健保明年登記人數 恐停滯減少

royal family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 said the Chinese president.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Cambodia to faithfully 
promote bilateral friendship and deepen all-round 
cooperation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he said, adding that China will always 
be a good partner and friend.

For his part, King Sihamoni 
welcomed Xi's visit and 
appreciated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owards 
Cambodian royal family as well 
as their great support to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king said Cambodia i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He believed that Xi's visit will further enhance bilateral 
ties and render their cooperation even more fruitful.
Cambodia is ready to work with China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nd ensu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get better, said King Sihamoni.
Before their talks, Xi, accompanied by the King, 
attended a red-carpet ceremony and inspected the 
guards of honor.
After the meeting, Xi laid a wreath at the statue of 
King Father Norodom Sihanouk in the company of 
Queen Mother Norodom Monineath Sihanouk.
Xi arrived at Phnom Penh Thursday noon for a state 
visit to Cambodia. It is his first trip to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 as president. In 2009, he paid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kingdom as vice president.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EU Slaps Steep Tariffs On Cheap Chinese Steel
very welcome. However, while we hope the tariffs 
for heavy plate are robust enough to ensure free and 
fair trade, the proposed levels for hot-rolled steel are 
not high enough, which might encourage China to 
continue dumping it on to the EU market.” 
Related

Overview: European Duties On Cheap 
Chinese Steel

Cheap Chinese steel has put pressure on British 
steelmakers, many of which are now fighting for 
survival.
The sector's struggles, in Britain and across Europe, 
have led to renewed pressure to increase EU subsidies 
on imported steel.
Who decides EU dutie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responsible for EU trade 

policy, conducts investigations and 
makes proposals such as on duties, 
but these have to be approved by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body 
representing the member states.
How long does it take?
The Commission typically takes 
45 days to determine whether a 
complaint from industry warrants 
an investigation.
After a further nine months it can 
choose to impose provisional duties 
to counter dumping (selling at 

below domestic prices or below cost) or subsidies.
What duties does the EU impose now?
Duties are limited by the EU's "lesser duty rule".
In an ongoing cold-rolled flat steel case it identified 
a "dumping margin" (amount by which the normal 
price exceeds the export price) of up to 59.1pc for 

Chinese steel, 
but an "injury 
margin" 
(the margin 
deemed 
adequate to 
remove the 
injury to EU 
producers) 
of only a 
maximum 16pc, so the lesser duty of 16pc applies to 
the product from China.
For the same steel grade fr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set a preliminary duty of 266.79pc.
The Commission itself has suggested dropping the 
lesser duty rule as part of an overhaul of trade defence 
instruments. However, that overhaul has been stuck 
in the Council, with Britain and others blocking its 
progress.
Who supports tougher tariffs?
At the end of an investigation (15 months for anti-
dumping, 13 for subsidy cases), the Commission 
makes a proposal and the 28 states vote.
A majority of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Italy, Spain, 
Greece, plus the more wavering Germany) typically 
support Commission proposals to impose tariffs, 
while another group (including Britain, Denmark, the 
Netherlands, Sweden) tend to oppose them.
Those against anti-dumping duties may be opposed 
to them on principle or be concerned about potential 
retaliation from Beijing. Many EU producers also 
export to China. (Courtesy http://www.telegraph.
co.uk/business) 

workforce. The troubled firm mothballed its Dalzell 
plant last year before selling it off to industrial and 
commodities group Liberty House in April.
Liberty is also understood to be the front runner to 
buy Tata’s speciality and pipe businesses based in 
Rotherham, Stocksbridge and Hartlepool in a deal that 
could save close to 2,000 jobs.
Thousand of jobs have already been lost in the steel 
industry in Britain in the last year with thousands more 
at risk as the sector remains under pressure. Industry 
leaders have partly blamed the squeeze on the sector 
on China’s dumping of cheap steel in Europe as it 
struggles to find buyers for its products domestically.
The EU has agreed to impose import duties of between 
13.2% and 22.6% on Chinese hot-rolled steel, which 
is used in pipelines and gas containers, and 65.1% and 
73.7% on heavy plates, which are 
used in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state of the steel industry 
became part of the debate about 
Britain’s future in the EU before the 
referendum in June, with Brexiters 
claiming that the country would be 
better able to protect workers and 
introduce tariffs on Chinese imports 
if it voted to leave.
UK Steel, the industry trade body, 
welcomed the speed at which the 
new EU tariffs had been introduced 
but warned that the levy on hot-rolled steel was not 
high enough, which could hurt Port Talbot, the biggest 
steelworks in Britain.
Dominic King, head of policy and external affairs at 
UK Steel, said: “The speed at which tariffs have been 
imposed on dumped steel from China by the EU is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slap higher steel import 
duties on the Chinese to help protect European 
steelmakers from unfairly low prices that have plunged 
the industry into a global crisis in recent years.
Brussels will impose import duties of up to 73pc on 
heavy plate steel in a boost for Britain’s Dalzell steel 
plant, which specialises in this steel type and reopened 
last month after it was shut by Tata Steel in 2015.
The latest tariffs on the Chin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severe taxes yet imposed by the EU. However trade 
group UK Steel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need to do 
more to protect the industry as it begins the process of 
leaving the bloc next year.
UK Steel spokesman Dominic King said the import 
duty for hot-rolled steel in particular was not high 
enough and may encourage China to continue to dump 
steel onto the European market.
The EU’s import duty hike for Chinese hot-rolled 
steel has been provisionally set at between 13pc and 
23pc after an eight-month review of the steel market. 
The increase comes just two months after hikes were 
imposed on cold-rolled steel from China and Russia, 
used to make cars and white goods, which rose to 
22.1pc and 36.1 pc respectively.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have experienced first-hand 
what happens when trade is not free and fair. As the 
UK prepares to leave the EU,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nsure that we develop robust trade defences that will 
create a level playing field ensuring free and fair trade 
and not distorted competition,” Mr King said.

Recent data from the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showed 
that the UK’s struggling steel sector suffered a fall in 
production of 27.3pc in July compared with the same 
month a year ago.
Tata has taken a particularly heavy hit due to the 
dumping of cheap Chinese steel imports into the 
UK, forcing the company to cut thousands from its 

PHNOM PENH, Oct. 13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d here Thursday for a state visit to 
Cambodia aimed at further solidifying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deepening 
thei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This is Xi's first trip to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 
as president. In 2009, he paid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kingdom as vice president.
The red carpet was rolled out at the airport in the 
capital Phnom Penh for Xi, who was greeted by senior 
Cambod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Smiling Cambodian children presented 
the Chinese president with a jasmine bracelet, and local 
residents, holding portraits of Chinese and Cambodian 
leaders, waved national flag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a written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airport, Xi hailed 
China and Cambodia as "good neighbors and true 
friends who treat each other with all sincerity."
The friendship has stood the test of international 
vicissitudes and grown even stronger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58 years ago, Xi 
said.
"I believe that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both sides, 

my visit will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thus pushing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to a higher level and 
bringing greater benefits 
to our two peoples," he 
said.
The president also 
received a flower basket 
from Cambodian King Norodom Sihamoni and Queen 
Mother Norodom Monineath Sihanouk upon arrival 
at the hotel, which was delivered by Royal Palace 
Minister Kong Sam Ol.
Xi is scheduled to meet Cambodian King Norodom 
Sihamoni, visit Queen Mother Norodom Monineath 
Sihanouk and hold talks with Prime Minister Hun S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sign a series of bilateral deals 
during Xi's visit to align thei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boost practical cooperation.
China and Cambodia have enjoyed a traditional 
friendship that was forged and cultivated by Chinese 
leaders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late Cambodian 
King Father Norodom Sihanouk.
In June this year, Xi and Sihamoni met in Beijing 
when the king paid a state visit to China, and 

pledged to forge 
ahea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hich 
was established 
six years ago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economic front, China is now Cambod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sour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with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expanding in 
such areas as trade, investment, connectivity, energy 
resources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wo-wa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reached 
4.43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15, an annual growth 
of 17.95 percent, according to China's Commerce 
Ministry.
In a joint interview with Chinese 
media outlets in Cambodia ahead 
of the visit, Hun Sen said that 
Xi's trip will make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loser and stronger 
and lift bilateral relations to new 
heights.
After Cambodia, Xi will travel 
to Bangladesh and the western 
Indian state of Goa, where he will attend a summit of 
the emerging-market bloc of BRICS, which group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Related

China, Cambodia Vow To Cement Time-
Honored Friendship

PHNOM PENH, Oct. 13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Thursday met with Cambodian King 
Norodom Sihamoni at Cambodian Royal Palace, 
vowing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ir meeting, Xi spoke highly of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coope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has seen strong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rought tangible 
benefits to the two peoples, Xi said.
China values its special friendship with the Cambo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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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 Signs In The UK Against Buying Of Cheap Steel 

A worker examines rolls of steel at a 
plant in Taiyuan, China. (Photo/VCG via 

Getty Image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s In Cambodia And 
Reviews The Troop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Waves To The Crowd Upon 
Arriving In Phnom Penh, 
Cambodia Thursday.

China's President's Aim Is To Strengthen China 
– Cambodian Ties.

Cambodian Queen Mother Norodom 
Monineath Sihanouk (r) and her son 
Cambodian King Norodom Sihamon 

Chinese President Arrives In Cambodia For State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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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今
年第十一場月會，於10 月13 日（ 本周四 ） 上午十一時半至下
午一時半，在位於十號公路上的華美銀行德州地區銀行辦公室舉
行主題為＂SBA 擔保貸款＂的午餐說明研討會，由會長林富桂女
士主持，緊接著華美銀行高級經理張凱旋向在場出席的地產協會
成員介紹房地產SBA 擔任貸款的主題演講，談外國人如何申請
貸款的細節，而精英銀行協會（Elite Banking Associate ) 的Noel
Huang 女 士 也 介 紹 了 基 本 信 用 標 準 ， 以 及 ADELPHI 總 裁
Wai-Yew Lam 也介紹了退休管理，1031 Exchange遲緩延稅對大
家有利的各種細節,幫助移民利用貸款各項措施，來實現他們的
美國夢。

「聯邦小企業管理署」(SBA) 是在1953年創建的聯邦機構。
SBA的使命是幫助人們自食其力，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成員。同
時，他們還能幫助本地區的人創造就業機會。SBA有兩個主要計
劃：7（a） - 由SBA擔保的貸款貸款擔保高達90％, 貸款期長，
較小的付款和容易的資格和504 - 由SBA直接資助的貸款。貸款
非常規和特殊目的信用，如啟動業務，業務收購，加油站，洗車
，餐館，保健設施，酒店，汽車旅館和汽車商店; 最大貸款額：
500萬美元; 房地產25年，其他貸款申請10年。

「504再融資項目」的使命是幫助小商家將過去的高利率貸
款再融資，換為如今低利率的貸款。該項目的貸款主要由銀行出
50%，SBA出40%，業主自己出10%。
出口最大貸款額：50萬美元通過定期貸款或循環信貸業務至少
12個月。出口流動資金最大貸款額：500萬美元, 90％保證，一
般貸款期限：12個月。國際貿易貸款：500萬美元, 90％保證，
長期貸款期限：與7（a）計劃一樣。

在美國 ，很多人發現，要想找份薪水不錯的工作非常困難
。有些人有雄心壯志，要自己做生意，來到美國，尋求自己的美
國夢。 不過人們很快就意識到，找不到工作，陷入了很多經濟
困難。要想有資格從正規銀行那裡拿到貸款，你首先必須在美國

有一定的信譽記錄。SBA提供小額貸款
，但是，不借錢給約有17個不合格組織
的限制。當你有一個商業計劃，希望由
SBA 支持的貸款為您的業務融資; 儘管
SBA資格標準比其他類型的貸款更加靈
活，但貸款人通常會在決定使用SBA貸
款計劃之前要求提供某些信息。 根據
SBA，企業將需要以下文檔來評估您的
貸款申請：

業務簡介。 描述業務類型，年銷售
額，員工人數，業務時間長度和所有權
的文檔。貸款請求。 說明如何使用貸款
資金。 應包括貸款的目的，金額和類型
。抵押品。 說明為擔保貸款提供的抵押
品，包括企業的股本，借入資金和現金
。業務財務報表。 完成過去三年的財務
報表和本期中期財務報表。個人財務報
表。 擁有20％或以上業務的業主，合作
夥伴，官員和股東的聲明。您的財務報
表的強度和準確性將是貸款決策的主要
基礎，因此請確保您的財務報表已經過
精心準備並且是最新的。財務報表中最
重要的文件有：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的資
產負債表。顯示過去三年您的業務利潤
或損失的收入報表。現金流量預測，表
明您預計將用多少現金來償還貸款。應
收賬款和“應付賬齡”，將您的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分為30，60
，90和90天以前的類別。業務夥伴的個人財務報表，列出所有
個人資產，負債和每月付款，以及您過去的個人報稅表。

該項目需用符合規定的固定資產做抵押。固定資產可包括土

地、樓房、機器設備等或業主持有的生意，如加油站、酒店、診
所等。滿足該項目的要求需是商業貸款，貸款日至少是兩年前，
貸款目的是為獲得固定資產等。華裔業者可通過與SBA合作的銀
行來參與該項目。小商業對移民來說是實現美國夢很重要的途徑
。同時經營小商業能幫助就業、提振經濟。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本月月會
由華美銀行介紹 SBA擔保貸款的午餐研討會

圖為全美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的所有成員及贊助貴賓在午餐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
鈞攝 ）

時 間: 10 月 15 日, 10:00am -1:
00pm

地點: 凱地中國教會
24747 Roesner Rd, Katy, TX

77494 Rd
這項健康日活動全部免費參加，

藉此宣導社區人士注意自我健康維護
及早期篩檢的重要性。

服務項目採用現場掛號登記方式
，掛滿為止。

1. 提供專業醫療諮詢、營養諮詢
、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Medicaid 及

CHIP等保險申請諮詢，
2. 打流感疫苗。
3. B型肝炎及大腸癌篩檢服務。
4. 提供乳癌篩檢及子宮頸抹片檢

查預約。
5. 量測身高、體重、BMI．

凱地中國教會將與光鹽社聯合舉辦＂社區健康曰”,提供社區各界人士多項醫療服務

(本報記者黃麗珊)宋嘉年（Anne Sung)競選休
士頓獨立學區（HISD）第七區學區理事(Board
Trustee)募款餐會於10月11日下午5時至下午7時
在 9889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的 Stage
Lounge & Live Music 舉行。州眾議員吳元之、德
州地產董事長李雄及美華協會會長方宏泰,陳綺玲
律師,馬健，朱群燕，黃李素雲,林琬真，王秀姿，
周乃溟,李成純如,李氏公所主席李世威,前主席李兆
瓊,李娟,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王副會長,誠
信產權公司負責人林富桂律師等支持活動，與會
人士都贊同宋嘉年無論從資質還是能力都能勝任
該職位，希望她成為HISD歷史上第一位亞裔學區
理事。

宋嘉年強調，她從小就深知教育的重要。她
的奶奶是難民，僅有小學文化，可是在教育方面
毫不含糊；一直嚴格要求她的父親，且盡力讓他
去讀好的學校。他的父親隨後到美國留學，並在
此扎根改變命運實現美國夢。在這樣的家庭背景
下長大，她深知知識改變命運的重要道理；她希
望能成為HISD第一位亞裔學區理事，幫助更多需
要幫助的孩子，讓他們獲得更高質量的教育，獲
得更好人生。

州眾議員吳元之說明，他支持宋嘉年當選

HISD第七區學區理事，因為她無論從資質還是能
力上都完全能勝任該職位。更重要的是，他希望
看到HISD有華裔學區理事，這樣能起到楷模作用
，激勵更多華裔參政。吳元之提到，德州地區擔
任公職的華裔屈指可數，我們需要更多華裔參政
，才能提升華裔影響力。

美華協會會長方宏泰認同州眾議員吳元之看
法。方宏泰介紹，宋嘉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畢業
後參與 Teach for America alumna 計劃並任教七年
，宋嘉年在Lee高中獲得年度教師稱號。這一切都
說明，宋嘉年可以在學區理事的職位上取得成功
。更關鍵的是，倘若宋嘉年成功當選，她會成為
HISD歷史上第一位亞裔學區理事，此舉意義重大

如蒙當選,宋嘉年將為我們的孩子在校園裡乃
至社會上建立策略合作夥伴關係,協助他們建立成
功的人生。為納稅人看緊荷包,謹慎及有效率地處
理學區年度預算.為我們的孩子提供未來所需要的
創造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力及獨立的思考能
力.更多關於宋嘉的資訊請上網 www.anne4hisd.
com,80-20促進會,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等都
書支持宋嘉年.請支持宋嘉年Anne Sung.早期投票
Early Voting 10月24日至11月4日.

宋嘉年競選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第七區學區理事社區人士大力支持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長期關心美南地區
民眾。今年美南地區雨水偏多，造成多場水
災。

在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的帶領下
，從五月到九月底，德州志工們在各處共舉
辦13場賑災發放，總發放賑災金額為975,900
美元，受惠人數6,837人，賑災發放款項，皆
由各地善心人士所捐助。

路易斯安那州歷史性的大洪水，毀損超
過60,000房屋並奪走11條人命。現在災民們
最需要您的大愛與援助，請協助慈濟為路易
斯安那水災的受災民眾盡一份心力，我們將
盡力幫忙他們減輕負擔，並一起走過這場浩

劫。您的慷慨捐助將能直接幫助受災民眾。
10月16日下午四時至六時，慈濟德州分

會靜思堂將舉辦一場募款音樂會，音樂創作
者李壽全，和歌手殷正洋及萬芳，將抵達休
士頓共襄盛舉，誠摯邀請您參加此一盛會。
音樂會除了普通20元門票外，另備有愛心贊
助票，歡迎願意發揮更大愛心的朋友，慷慨
解囊踴躍贊助。

詳情請洽慈濟德州分會行政秘書曾維真
，電話:713-270-9988。

日期：10/16/2016
時間：4:00 PM~6:00 PM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慈濟行願五十音樂會
徵人啟事: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徵聘辦公室雇員乙名，具大專畢業以上學歷並持有美國永

久居留權或公民者，需熟諳使用微軟辦公室軟體，中英文聽、說、讀、寫流利，需有駕照及實際開

車經驗，具會計經驗者尤佳，應徵者請將中英文學經簡歷及有關資料於 10月 19日前送達該中心，

合 者 面 試 。 詳 情 可 參 閱 該 中 心 網 站 http://www.ocac.gov.tw/OCAC/SubSites/Home.aspx?site=

12c87496-80fe-4a12-8503-2f8fbbdb8c09或前往該中心公告欄查看。地址: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 Hous-

ton,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 77042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徵人啟事

講座一
講座時間: 2016/10/22 2:00~4:00 pm
主講人: 葉晉嘉，MBA，CMS 認証健康保
險交易市場導航員
講座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中華文化中心2樓)

講座二
講座時間: 2016/10/29 2:00~4:00 pm
主講人: 鄧福真博士，CMS認証健康保險交
易市場導航員，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教授
講座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中華文化中心2樓)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
奧巴馬總統簽署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

able Care Act)針對美國健康醫療體系提出多項重大

改革，其中一項是 2014年 1月開始實施的「健康

保險交易市場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則與

每個人息息相關。此法案使醫療保險更實惠(年度

免費預防醫療服務) 並提供財務補助(Tax Credits)降

低您的保費，2014 年起，除了低收入、原住民、

非法移民和監獄服刑者，所有人都需購買健康保

險。不購買者將繳付罰款，金額：2016 年成人

$695，小孩 $347.5或2.5%家庭收入 (取罰款較高金

額) 。

今年的保險交易市場即將於 11/1/2016開始開

放申請及更新至 1/31/2017截止，為了服務亞裔社

區民眾，光鹽社特別於十月下旬舉辦兩次醫保講

座，一解民眾對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之疑惑，並

於 11/1開始提供協助，光鹽社的專業導航員們將

透過醫療保險交易市場，替民眾申辦最符合個人

需求的醫療保險。假如您對醫療保險有任何問題

，歡迎參加本次講座或致電713-988-4724，我們將

非常樂意協助您！

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辦或更新你的醫療保險方

案，光鹽社即日起開放接受預約，我們的服務是

免費的。

宋嘉年（Anne Sung)競選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第七區學區理事(Board Trustee)募款餐會
於10月11日下午5時至下午7時在Stage Lounge & Live Music舉行.王秀姿,德州地產董事長
李雄及陳綺玲律師,馬健，朱群燕，黃李素雲,林琬真，,李氏公所主席李世威,全美亞裔地產
協會休士頓分會王副會長,誠信產權公司負責人林富桂律師等共襄盛舉.(記者黃麗珊攝)

B13醫生專頁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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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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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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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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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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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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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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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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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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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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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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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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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任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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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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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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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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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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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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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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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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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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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捐卵婦女(酬謝$5,000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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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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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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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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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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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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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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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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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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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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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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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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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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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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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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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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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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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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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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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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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
者黃梅子）很
多 人 長 期 腰
痛背痛頸痛，
這個病不能輕
視，很有可能
是 椎 間 盤 突
出。椎間盤突
出分為腰椎間
盤突出和頸椎
間盤突出。腰

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
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出
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
核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
突”。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
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
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
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
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
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
痛，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
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
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
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
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
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
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
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
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
業史。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
上背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
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下降，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
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
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
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
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
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
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
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
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
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
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
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
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導

新世紀通訊 Lily( 左）和 Judy（右）手捧獎狀

您的手機網速夠快嗎？—新世紀通訊，本季度熱銷特別報道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敦華人社區名店新世紀通訊
自加盟 T-Mobile 之後，升級成為全美最大的連鎖經營店，
而且為客戶提供更多的優惠。

    新世紀通訊本季度熱銷計劃：1，如果你想要整月
上網都是高速，看電影看電視、導航……沒問題，每線只
需 $25 元。

2，如果你覺得自己目前用的計劃，上網速度不夠快，
$50 元 / 月，即可無限上網，包括 5GB 的高速流量；同樣
可加 2-5 條線，每條線只需 $25 元。

3，如果您只需要普通網速，無限流量上網，2 條線家
庭套餐，只需 50 元 / 月。

4，如果您的電話號碼是從T-Mobile以外的公司轉來，
可以免費選取一款 Samsung、 LG 、HTC 等各種品牌的 4G 

LTE 快速上網的智能手機。

尤其值得為您推薦的是，新世紀通訊獨有的優惠：
T-Mobile 全美最大的連鎖專營店，所有的月費已經包含各
種稅費，所以簡單、省錢又省心！

   幫您省錢，替您省心！這是新世紀通訊一貫的宗旨。
新世紀通訊 (Amazing Wireless) 超高人氣的秘密好像大家早
就發現了 .....

新世紀通訊真實可靠，特省錢，免簽合約，保留原號
碼，免查信用，免付加費領取免費手機，您也可以自帶手
機來開通省錢計劃，享受優質服務，用過的人都說好。
Amazing Wireless 新世紀通訊
電話：832-266-8368 （週一至週六 10:30am ─ 7: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te132，Houston,Tx 77036( 王朝商
場 )

愛車“心臟病”五原因
                            忌曲軸箱油泥多
每個人都有一

顆心臟，如果心臟停止跳動，生命也
將隨之消失。汽車也不例外，發動機
就是汽車的心臟，尤其在春夏之交的
季節，由於濕度較大，而且氣溫時高
時低，容易對發動機造成損傷，因此，
保養的好與壞直接影響著汽車的性能
和它的使用壽命。車主們最愛犯的五
大毛病是直接導致愛車產生“心臟病”
的原因。

不按期保養發動機
通常人們總是喜歡在改裝上投入

很多錢，但卻容易忽視按期給發動機
做保養。據統計，車輛因發動機保養
不良造成的故障佔總故障的 50%。可
見發動機保養對延長車輛使用壽命能
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也會給你
減少不必要的損失，要不怎麼會有“以
養代修”這個說法。

提醒：不僅僅是在常規的保養期
限內要進行發動機的養護，在駕駛經
過一些特別潮濕或者粉塵特別大的地
區時，都要對發動機的相關部件做一
些檢查保養。

機油變質及機油濾芯不暢
不同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程中

油質都會發生變化。車輛行駛一定裏
程之後，性能就會惡化，可能會給發
動機帶來種種問題。為了避免這些故
障的發生，應該結合使用條件定期給
汽車換油，並使油量適中，一般以機
油標尺上下限之間為好。

機油從機油濾芯的細孔通過時，
把油中的固體顆粒和黏稠物積存在濾
清器中。如濾清器堵塞，機油則不能
順暢通過濾芯，會脹破濾芯或打開安
全閥，從旁通閥通過，仍把臟物帶回
潤滑部位，促使發動機磨損加快，內
部的汙染加劇。因此機油濾芯的定期
更換同樣重要。

提醒：機油不要加少了，但也不
要加多了，不是越貴的名牌合成機油
就越好，適合你的愛車的機油才是最
好的。

空氣濾芯堵塞
發動機的進氣係統主要由空氣濾

芯和進氣管道兩部分組成。根據不同
的使用情況，要定期清潔空氣濾芯，
可使用的方法有高壓空氣由裏向外
吹，把濾芯中的灰塵吹出。由於空氣
濾芯為紙質，所以吹的時候要註意空
氣的壓力不能過大，以免損壞濾芯。
空氣濾芯一般在清洗 2-3 次後就應更
換新的，清洗周期可以由日常駕駛區
域的空氣質量而定。

提醒：購買質量好的廠家原裝提
供的正廠件空氣濾芯也很重要。

進氣管道過臟
如果車輛經常行駛於灰塵較多、

空氣質量較差的路況區域，就應該註
意清洗進氣管道，保證進氣的暢通。
進氣管道對於發動機的正常工作非常
重要，如果進氣管道過臟，會導致效
率下降，從而使發動機不能在正常的

輸 出 功 率 範 圍
內 運 轉， 加 劇
發 動 機 的 磨 損
和老化。

提醒：盡量少走灰塵多的區域，
同時，空調格也要註意更換。

曲軸箱油泥過多
發動機在運轉過程中，燃燒室內

的高壓未燃燒氣體、酸、水分、硫和
氮的氧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壁之間的
間隙進入了曲軸箱中，使其與零件磨
損產生的金屬粉末混在一起，形成油
泥。

少量的油泥可在油中懸浮，當量
大時從油中析出，堵塞濾清器和油孔，
造成發動機潤滑困難，從而加劇發動
機的磨損。此外，機油在高溫時氧化
會生成漆膜和積炭粘結在活塞上，使
發動機油耗增大、功率下降，嚴重時
使活塞環卡死而拉缸。

提醒：要減少油泥產生，使用高
質量的燃油是十分有必要的，所以建
議車主加油時盡可能到正牌的加油
站。此外，使用質量過關的潤滑油以
及按照廠商規定的保養周期對潤滑油
以及機油濾清器進行更換也是很關鍵
的。另外，請經常檢查自己愛車的機
油油位，不足時應盡快補充。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韓國料理最令人
戀戀難忘的是它的風味，口感十足的韓國
烤肉，營養又美味的豆腐煲，以及美味，
營養兼口感甚佳的石鍋拌飯，會吃麵食的
老饕們對韓式的海鮮餅及韓式手撖湯麵更
情有獨鍾，是到韓國餐館必點的名菜。

位於中國城 「越華廣場」 上的 「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深諳食客們
最愛點的名菜，本週起隆重推出二款特價
韓式套餐：（ 一 ）為韓式
辣海鮮湯麵+ 韓式海鮮餅+ 韓式石鍋拌飯
，三樣只收$18.99 元，（ 二 ） 韓式烤豬
肉 + 韓式海鮮豆腐湯 + 韓式手撖湯麵，三
樣僅收$20.99 元，且一週六天（ 周一至周
日，天天推出，周二公休 ），天天不論早

晚，皆有推出，讓您以最便宜的價格，吃
到最道地，最經典的韓國美食，甫一推出
，老饕們個個驚喜不已，先嚐為快！

韓國菜是亞洲食物的一種，很合國人
口味，吃多了中國菜的客人不妨換換口味
，到 Bobs & Grill Koren B.B.Q.b 來嚐鮮，
精緻健康的豆腐煲，口感十足的韓式石鍋
拌飯，還有風味十足的韓國烤肉，保證帶
給您不一樣的口味和享受，讓您一吃就愛
上它！

「Bobs & Grill Koren B.B.Q. 」的地址
在：8300 W. Sam Houston Pkwy, Houston
TX 77072 （ 位於越華廣場靠近8 號公路區
位 ），電話:(832) 338-6653, ( 832 ) 486-
9458

越華廣場的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本周起新推出二款特價韓式套餐，天天有效，周二公休

韓式海鮮餅

韓式手撖湯麵
石鍋拌飯

韓式海鮮豆腐湯

‘雪落平原江山白，風景如畫恍如仙’ 您想走進仙境，探
秘冬季黃石的風貌麼？您想在白色浪漫的冰雪世界內，坐在冰川
超級車看雪景？您想體驗一下在黃石坐馬拉雪橇車遊公園嗎？那
就來參加王朝旅遊推出的仙境探秘——冬日黃石遊吧，與我們一
起感受冬季的肅寧，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冬天的黃石和夏天就像是兩個世界，夏季的黃石像是一個自
然的調色盤，色彩斑斕，變幻莫測！而冬季園內便銀裝素裹，地
熱溫泉和間歇泉在雪天裡展示出別樣風情。冬日深入黃石的探險
者，這裡的一切都將只為你而存在！

2016年12月到2017年3月,王朝旅遊隆重推薦 ‘仙境探秘遊
’,帶您遊覽冬日黃石公園的壯麗景色，感受它的別樣風情。途
中，我們還將去美國第二大人工湖——葛蘭大壩包偉湖，攝影愛
好者的天堂——羚羊彩穴，巨大的自然露天劇場——布萊斯峽谷
，壯觀瑰麗的大鹽湖，以及去國王山莊滑雪，體驗馬拉雪橇或者
乘坐馬車遊覽國家高角鹿保護區，參觀胡佛水壩、旅遊團最後結
束在拉斯維加斯， 客人可選擇延長逗留在拉斯維加斯。

冬季黃石公園，雪還沒化，雪地上滿是動物走過的腳印，
而且這個時候美國主要節日都已經過完，遊客比較少，很多時候
茫茫的雪原上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和落雪的聲音和野生動物的腳
步聲。

每年十月，黃石公園裡那條著名的8字雙環路，曾經是柏油
公路被厚厚的冰雪覆蓋。密密的松林林濤起伏，起伏的山巒晨霧
濛濛，雪原上野生動物的足跡縱橫交錯，此起彼伏的熱泉蒸汽騰

騰，慢慢地將帶您進
入一個仙境般的童話
世界。

猛獁熱泉的那座大石山藏在周圍群山的環抱裡，怪獸般臥伏
進黎明前的黑暗。順著半埋在冰雪中的木台階，一級級向山頂延
伸。透過積雪，熱泉流淌的地方，山體如千盞鋪開的白蓮花池，
那是泉水中礦物質層層沉積堆疊而成。白色的山石襯著白色的積
雪，分不出哪些是千年的積累，哪些是太陽升起後就會消失的瞬
間。

不過千萬別被眼前的寧靜和壯美所迷惑。黃石公園是世界上
最大的火山之一，曾以60 萬年為周期一次次噴發，現在早已超
過了它應該再次噴發的時間。黃石的最後一次爆發，噴出的岩漿
體積足夠建成四千道長城，若黃石一旦爆發，即使不徹底終結文
明，也一定會給人類的生存環境帶來重創。偷偷慶幸黃石那座著
名的老忠實地熱噴泉開始不守時了，曾經標準鐘般的定時噴發週
期變得越來越長。也許，老忠實噴泉之下的巨型火山，也會多延
遲些日子，再給人類幾百、幾千、幾萬年的空間。從某種角度說
，黃石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火山，沒有之一。所以，還是趁現在抓
緊享受一下這地球上最危險但也最美麗的地方吧！

遊覽過冬季的黃石公園之後，我們將帶領您去往大提頓國家
公園。大提頓峰是公園內最高的山峰，海拔4198米，至今仍存
留著冰川，再加上最著名的珍尼湖。高聳入雲的山巔，覆蓋著千
年的冰河，山連山，峰上峰，宛如人間仙境一般。公園內有成群

的美洲野牛
、麋鹿和羚羊，還有其他許多種哺乳動物，可以讓您飽覽自然景
觀之後與大自然親近一下，感受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寧靜。

感受過大自然的出神入化之後，我們還將帶您走進鹽湖城的
人文景觀。我們將去著名的摩門教徒聖地——摩門大禮拜堂，哥
特式典雅古樸風格十分宏偉壯麗；美國國家史蹟名錄之一的地標
性建築——猶他州議會大廈，感受一下莊重嚴肅的政府氛圍；這
座宗教城市的標誌性廣場——聖殿廣場，這裡宗教建築成群，絕
對是了解和體驗摩門教的好地方。

雪落平原江山白，風景如畫恍如仙。您想走進仙境，探秘冬
季黃石的風貌麼？您想在白色浪漫的冰雪世界感受非越野滑雪麼
？您想體驗一下聖誕老人乘坐的雪橇麼？那就來參加王朝旅遊推
出的仙境探秘——冬日黃石遊吧，與我們一起感受冬季的肅寧，
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王朝旅遊20週年大優惠，冬日黃石團25％大折扣
想知道我們如何帶您探秘冬季黃石的風貌，請蒞臨王朝旅遊諮詢
：

6918 企業街 （Corporate Dr）, 地鋪#A14
(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敦煌廣場側大通銀行後面)
電話： 713-981-8868
網上查詢www.aaplusvacation.com

王朝旅遊推薦
冬日黃石公園，坐馬拉雪橇遊仙境
王朝旅遊20週年大優惠，冬日黃石團25％大折扣

B12醫生專頁

莊仲華醫師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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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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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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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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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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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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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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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德州今年秋天很
「南管」— 10月初有台灣 「心心南管

樂坊」在休士頓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
出，獲得廣大迴響；緊接著10月20日
至 22 日，也是來自台灣的南管樂團
「南薰閣」，將讓大家再次一飽耳福

！這是台灣書院繼 「心心南管樂坊」
演出後，再度和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以
及萊斯大學合作，為喜愛東方傳統音
樂的觀眾朋友，所企劃的活動。

源於 「江之翠劇場」的 「南薰閣
」此次將由團長魏美慧女士率領8位表
演者，呈現來自唐宋宮廷樂府的清音
雅曲，並與萊斯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系
主任陳士惠教授，及享譽國際的 「福
爾摩沙」四重奏進行合作演出，讓東
方的南管音樂與西方的弦樂四重奏交
流對話。

10月20日在亞洲協會的演出，主
要為傳統南管曲目，將搬演《陳三五

娘》經典劇碼〈賞花〉及〈留傘〉二
段折子戲；節目內容精心安排南管合
奏及傳統梨園戲身段的示範講解，引
領觀眾細細品味南管活絡的音樂內涵
以及梨園戲中細膩婉約的身段語言。
10月22日在萊斯大學的演出，則將帶
來3首當代南管樂曲，如 「推枕著衣」
、 「弦外之音」、 「足鼓協奏曲」。

這兩場精彩、創新的表演方式，
將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絕佳饗宴，歡
迎熱愛東方傳統音樂的愛好者踴躍與
會參加。
演出時間地點為：

第一場：時間：2016年10月20日(
週四)下午6時工作坊，7時30分正式演
出。

地點：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2 樓 Edeward
Rudge Allen III 教育中心(地址：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04)
備註：該場次為購票(會員15美元

、非會員20美元)，可以至該協會網站
訂 票 ， 網 址 為 (http://asiasociety.org/
texas/events/performing-asia-l% C3%
A2m-hun-koh-nanguan-mu-
sic-and-theater-troupe)

第二場: 時間：2016年10月22日(
週六)下午2時整

地點：萊斯大學謝弗德音樂學院
Duncan Recital Hall 廳 ( 地 址 ： 6100
Main Street , Houston, Texas
77005-1892)

備註：本場次為免費
活動聯絡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劉忠耿副主任；
電 話 ： 713-840-3865； 手 機 ：

713-502-9894

休士頓台灣書院再於本月20日及22日
辦理2場次南薰閣及福爾摩沙四重奏
東方樂曲與西方樂曲的對話

（本報訊） 「休士頓僑界慶祝中
華民國 105 年雙十國慶，在本週末以
及下個禮拜將繼續有精彩的活動進行
。由休士頓業餘西畫社主辦的國慶西
畫展，將在僑教中心展覽室，由10月
8日星期六上午11:30開幕，展出至10
月16日星期日，請休士頓僑界朋友前
來觀賞，這一群熱愛藝術的業餘畫家

們過去一年的成果。10月10日星期一
並將有國慶青少年繪畫展覽在僑教中
心開放空間，同樣請僑界朋友一起來
欣賞我們僑胞下一代青少年的繪畫成
果。

10月15日星期六早上7點半到10
點在糖城蠔溪公園，將有台灣同鄉聯
誼會籌辦的國慶健行活動，如同唐朝

詩人杜牧的名詩：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請休士頓的僑胞
們一同前來參加，享受初秋的秋高氣
爽氣候，共同健身。10月15號星期六
下午兩點到四點，在僑教中心 203 室
，也有亞裔健康教育協會舉行的國際
醫學講座，主題是 「煙火引致的傷害

」，將有多位專科醫師及護士講解燒
傷原理以及燒傷的護理，煙塵吸入的
治療方法以及復健，最後並有問答時
間，對解答民眾居家可能面對的燒燙

傷醫療問題，必定非常有幫助，精彩
可期，請僑界朋友踴躍參加

10月15號星期六的健行活動 早上7:50大合照
下午兩點 在僑教中心有國慶健康講座

【本報休士頓訊】西南華人浸信
會佈道會將於 10/21/16-10/23/16 舉
行.主題為："人生、重生、永生"

講員是常思恩牧師.
10/21/16 星期五晚主題為"人生"

，將會以國語/普通話主講，而 10/

22/16 星期六晚主題為" 重生". 將以粵
語/廣東話主講. 兩晚同時備有耳機即
時粵語/國語翻譯. 星期日主題為"永生

" ，邀請你和你的家人，朋友，鄰居
以及同事一同前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
佈道會".

地 址: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
281-495-1511。

西南華人浸信會舉行 基督徒不一樣的人生

南薰閣演出

福爾摩沙四重奏

休斯頓籌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研討會
今年適逢是世界偉人、中國革命傑出的先

行者孫中山先生150週年誕辰。大休斯頓地區中

國聯合校友會與全美華人協會定於 2016年 10月

16日(星期天)上午11時至下午1時，在休斯頓美

南新聞集團的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 Blvd., #200, Houston, TX 77072) 共同緬懷

以中山先生為傑出代表的無數志士仁人一個多

世紀來在推翻滿清、肇建民國、抵禦日寇、建

設國家等各個方面為振興中華做出的可歌可泣

的艱辛奮鬥。作為台海兩岸的最大公約數，繼

往開來的中山精神，是實現兩岸和平發展的重

要基點。研討會還將探討在美國的華人華僑及

留學生如何具體地繼承中山遺志，為中華崛起

、兩岸和平、中美友好、世界和平而繼續奮鬥

。

本次座談會將邀請本地僑學界精英學者和

留學生代表作為特邀嘉賓發言。熱誠歡迎僑學

政商各界朋友踴躍參加。參加此次研討會的部

分發言人和協會包括：休斯頓大學知名教授白

先慎博士、休斯頓大學知名教授李堅強博士、

德州南方大學知名教授喬鳳祥博士、全

美華人協會顧問沈廣強、台灣鄉親聯誼

會會長劉志恆、德州和統會理事長梁成

運、休斯頓聯合校友會會長黃華、休斯頓大學

生會會長王漢庭及學生代表林潼、萊斯大學學

生會副會長林子寒及學生代表李鈺、休斯頓炎

黃堂會長黃孔威、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蘭、美

南新聞集團公司董事長李蔚華等。

請於2016年10月16在休斯頓美南新聞集團

的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 11110 Bellaire

Blvd., #200, Houston, TX 77072) 舉辦的紀念中山

先生１５０週年誕辰研討會。主辦單位將提供

午餐供應。如有垂詢，請聯繫黃華（８３２－

４７４－０６１３）、喬鳳祥（８３２－２９

３－０９１４）。

4年一度中原逐鹿，2016的美國大選因為兩位皆有巨大爭議的總統候選人爭鋒相對而分外惹人注目，
華人選民也不例外。以Harris county為例，雖然註冊的華人選民依然佔非常小的比例，但比去年增加了
25%！需要指出的是，今年不但要選出新的總統，同時還會選出新的國會I議員、州議員，法官和地方行
政官員。地方官員和政策的選舉結果對每個人的生活具有切身直接的影響，華人的選票也相對更有分量
。 HCA華裔聯盟今年將協助EmergeUSA在本週日（10月16日）下午1-4點在WISE中心舉辦選舉候選人
見面會，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與各候選人面對面的交流，了解他們的立場，反映自己的呼聲，同時
彰顯華人參政議政的熱情和決心。

HCA華裔聯盟歡迎大家參加本週日選舉候選人見面會

10月7日下午,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校長高
曉慧帶領J&H的15位華夢訓練營學員赴洛杉
磯參加為期 2 天的 2016”華夢計劃的結業典
禮和全美匯演.

10 月 8 日晚，美國 SINOUS 中國風藝術
協會（ Sino US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
在 Westin Pasadena 大酒店隆重舉行年度慶典
暨“華夢計劃”結業典禮.J&H 學生 Christy
Zhang以她出色的表演獲得了本屆唯一的一個
”華夢之星”獎,獎金$500.00,同時還獲得獎學
金$500.00;J&H 獲得獎學金的還有 Kelly Chiu
($500),Angel Liu($100).

9日下午“華夢全美匯演”在阿凱迪亞藝
術表演中心（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拉開帷幕並獲得強烈反響。北京舞蹈學

院民族民間舞系的優秀舞者以及來自全美多
個培訓基地80名優秀學員為洛杉磯華人及其
他族裔觀眾傾情奉獻了一場充滿濃濃“中國
風”的藝術表演。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學生
們表演了群舞”知魚”和今年所有培訓劇目
中唯一的一個現代獨舞.”一去不返”. 演出
中還播放了“華夢”紀錄片則分別以《尋根
》《傳承》《追夢》為主題，講述“華夢”
學員在美國追尋藝術之夢的故事。

學生們還上了大師課,老師們是一群由中
國著名舞蹈家,北京舞蹈學院民間舞系教授--
高度率領的北舞民間舞系的帥哥靚姐們,現代
舞,古典舞,藏族舞,新疆舞,蒙族舞……這小灶
吃得太不是一二般,太高大上了吧!

執行長舒嵐則介紹說，“華”即是“中

華”，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後代
；“夢”即是每個人的夢想；“華夢”是在
海外華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傳承和傳播自己
本民族的文化，讓我們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
為豪的夢想。慈善家 Charlie Zhang 也向來賓
們表示，將繼續支持”華夢計劃“，讓炎黃
子孫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西方土地上繼續
發揚光大。

期待明年有更多的人參加”華夢計劃”
公益培訓項目,送到家門口的藝術盛宴---It
’ s for Free! 不 要 錯 過 哦 ！ 諮 詢 電 話:
713-516-5186;

網 址:jhdanging.com; Email:jh@jhdancing.
com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15位“華夢”學員赴洛杉磯參加結業典禮及全美匯演
學生Christy Zhang獲2016唯一的“華夢之星”獎

休斯頓華夏學人協會和國際華人交通協會
秋遊野餐（10 月 23 日，Bear Creek 公園）。在
這秋高氣爽的時節，華夏學人協會和國際華人
交通協會又準備組織野外燒烤和野餐的活動了
，請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感受秋天並和朋友們小
聚的好機會。

大家可以帶上自行車、足球、排球、飛盤
等各種運動器材。同時，因為亭子裡的桌椅有
限，如果有折疊椅和折疊桌子，不妨一起帶來
。喜歡唱歌跳舞的朋友們，可以帶來你喜歡的
音樂碟，讓我們在歡歌笑語中度過2016年秋遊

野餐會的時光。
時間：10 月 23 日（星期天）10:

30 am - 3:00pm
地點: Bear Creek Park, Pavilion 2
3535 War Memorial Drive，

Houston, Texas 77084
收費標準：
華夏學人協會會員或國際華人交

通協會會員及家屬每人$5；非會員每
人$6；兒童（3-10歲）每人$3，3歲以下免費

請參加野餐會的會員及朋友盡快填寫報名

表以便我們統一人數準備食物，若現場報名成
人一律$7。
https://goo.gl/uk52my

聯 繫 人 ： 承 寧 713-498-5859， 魏 波
713-205-1608

休斯頓華夏學人協會和國際華人交通協會秋遊野餐

B11綜合經濟
星期六 2016年10月15日 Saturday, October 15, 2016

硬脫歐代價有多高？
英國GDP或損失高達9.5％

綜合報導 《泰晤士報》所報道的壹份

政府泄密文件表示，如果英國決定切斷與

歐盟的所有貿易關系並堅持“硬脫歐”，

那麽英國財政部則將付出660億英鎊/年(811

億美元/年)的代價。

《泰晤士報》報道稱，英國政府官員

已警告表示，如果英國決定“硬脫歐”，

即英國脫離利潤豐厚的歐盟單壹市場，並

轉而實行WTO基本原則，則將會對英國國

內生產總值(GDP)構成打壓。

泄密文件指出，如果英國堅持“硬脫

歐”，並沒有相對應的後續安排，英國財

政部預計 15年後，英國GDP增速則將損失

高達5.4％至9.5％的區間範圍，預期損失中

值為7.5％。

更為重要的是，“硬脫歐”則會對英

國政府財政收入產生巨大影響。

泄密文件表示，由於經濟體規模較小

，15年後，英國公共部門收入的凈損失將

高達 380 億英鎊/年至 660 億英鎊/年的區間

範圍內。

周二(10月 11日)，《泰晤士報》報道

稱，英國內閣或內閣委員會文件草案擬定

英國“脫歐”的潛在經濟影響，英國經濟

收入大幅下跌則將迫使財政部長削減公共

開支或提高稅收。

泄漏文件運用了英國財政部(支持“留

歐”)在“脫歐”公投期間所作出的相同分

析，即英國“脫歐”人士認為經濟設想有

所缺陷。

此報道正值英國政客談及英國“脫歐

”談判時，堅持英國應該對歐盟其他國家

采取何種立場的緊張局勢的升級之際。

英國政府至今還未啟動《裏斯本條約

》第 50條，但是負責“脫歐”事宜進程的

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斯表示，盡管英國與歐

盟的重要貿易和可能的進口關稅存在潛在

損失，英國政府在“脫歐”談判中仍將采

取“硬脫歐”的立場。

上周，市場對於英國政府“硬脫歐”

的憂慮加劇英鎊暴跌，但支持英國“脫歐

”的政客則堅信將於 2017 年 4 月或 5 月開

始的談判中，英國不需要做出妥協或者讓

步。

周壹(10月 10日)，英國脫歐大臣戴維

斯(DavidDavis)拒絕了黨派議會其他成員對

英國“脫歐”談判條款進行投票的要求；

並表示，英國可能仍然是歐盟單壹市場以

外的難以置信的成功市場。

然而，周二，英國各大媒體報道稱，

英國政府發言人表示期待“英國的最佳結

局。”這也意味著追求特定的“脫歐”進

程安排則將使得英國公司最大程度享有在

歐盟單壹市場進行貿易和開展業務的自由

，並確保英國政府自行決定如何控制移民

數量。

希拉裏若上臺
聯儲美女理事或成美國史上首位女財長

綜合報導 在華盛頓的政治圈內，可以經常聽到對布

雷納德成為下壹任新財長的討論，當然，前提是希拉裏獲

勝。雖然在美聯儲工作，壹頭金發的布雷納德並未掩飾她

和希拉裏陣營之間的緊密聯系，其堅定的鴿派立場也飽受

共和黨攻擊。而如果布雷納德果真當上財長，她將是美國

歷史上第壹位女財長。

曾給希拉裏捐2700美元
今年初，作為在任美聯儲理事，布雷納德仍向希拉裏

陣營捐了 2700美元，達到個人政治捐款金額的上限。布

雷納德曾經擔任過美國財政部副部長。

在美聯儲的壹些前員工看來，即便法律允許，但在大

選這種敏感時期，這樣的行為有些莽撞。因為，這樣的個

人行為削弱了聯儲作為壹個受到政府信任的中立機構的信

譽。而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對此相當不滿，認為

聯儲的信譽已被黨爭所侵蝕，其中壹個表現即聯儲維持低

利率政策，這被共和黨視為聯儲利用貨幣手段穩定經濟，

為希拉裏的選情保駕護航。

最終，美聯儲主席耶倫在上月末聽證會上被迫對此發

聲，在對布雷納德並未觸犯法律表示支持以外，耶倫也表

示聯儲並沒有特別青睞民主黨。

美聯儲前官員、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特魯門

（Ted Truman）認為，布雷納德的行為是壹個人錯誤，對

“聯儲沒有幫助”，他舉例稱，在尼克松時代，聯儲就壹

直維持低利率，這隨後在政治上就曾引起風波。

華盛頓權力夫婦
自 2015年之後，布雷納德的鴿派色彩愈加明顯，她

是寬松貨幣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並且壹直發出警告，在美

國勞動力市場疲軟情況下加息應謹慎：在最近壹次講話中

，她表示雖經濟在緩慢進步，但勞動力市場改善對通脹提

升的作用仍有限，聯儲應謹慎，不該過快加息。

她的這壹發言也為她在草根和高層民主黨中都得到有

力支持。到目前為止，布雷納德的名字僅在國際財經界小

圈子內流傳，並不如前財長保爾森等人那樣在成為財長前

就具有全球知名度。她是壹位典型的華盛頓精英後裔，作

為美國外交官的後代，她在波蘭和東德度過童年，回國求

學之後，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並同美國資深

外交官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結為夫妻，是典

型的華盛頓權力夫婦。

在歐巴馬政府中，布雷納德和丈夫曾同時擔任要職，

彼時坎貝爾在國務院擔任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是協

助希拉裏執行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戰略的主要執行者

之壹，卸任後，坎貝爾建立了咨詢公司亞洲集團。

而那時的布雷納德是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

長，比坎貝爾職務更高，在她任職的 2010-2013年期間，

布雷納德忙於處理全球金融海嘯的余波，並同歐洲協調希

臘債務危機等問題。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布雷納德離任後，財政部

內對她的評價褒貶不壹，有些人認為她過於冷漠，對他人

的工作不夠支持，也有些人贊揚她性格耿直、思路清晰。

《第壹財經日報》曾在 2011年布雷納德訪華期間對

她進行獨家專訪，當時她雖行程緊湊、頂著時差，但回

答問題時仍滴水不漏，金發長腿的優雅外形也讓人印象

深刻。那時候，美國財政部領導下的外資投資委員會

（CFIUS）對壹些中資投資案例的裁決具有強烈的不確定

性，而布雷納德則對記者表示，在CFIUS問題上，美方也

面臨著被誤解的難題，而美方實際上非常歡迎中資企業對

美投資。

目前，排在財長候選人名單上的人還包括 Facebook

(128.63, -0.25, -0.19%)首席運營官桑德伯格（Sheryl Sand-

berg）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主席金斯勒

（Gary Gensler）等人。不過，在這些人中，布雷納德具

有突出優勢：她有著領導過財政部工作的經驗，從未在華

爾街上任職過壹天，對許多左翼民主黨來說，這樣履歷

“清白”的高級女性官員簡直是完美人選。

巴菲特：特朗普可能在1995年逃稅
綜合報導 億萬富翁、股神巴菲

特如今對美國共和黨總統競選人的納

稅申報問題進行了回擊。

特朗普之前與美國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希拉裏進行了第二場總統辯論。

他在辯論中表示，巴菲特鉆稅收漏洞

的空子進行逃稅。

對此，巴菲特做出了回應，發布

了壹份聲明，對其從去年以來的稅收

支付和抵扣進行了列示。

與此同時，巴菲特還回擊稱，特

朗普並未公布其納稅申報。特朗普的

壹份 1995 年的納稅申報顯示，在過

去數年，他可能偷逃美國聯邦個人所

得稅。

巴菲特在對外發布的壹份聲明中

表示：“特朗普先生比任何人都更清

楚地知曉稅收，他沒有看到我納稅申

報，但我願意向他展示事實。”

巴菲特是特朗普競爭對手希拉裏

的有力支持者。巴菲特表示，在2015

年，他共繳納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

184557美元，其總收入為11563931美

元。

巴菲特同時還表示，稅收抵扣額

為 5477694美元。巴菲特還表示，他

去年捐贈了28.5億美元善款，但僅僅

只有其中捐贈的 350萬美元進行了稅

收抵扣，因為現有稅法的限制了慈善

捐助對稅收抵扣的額度。

據了解，目前特朗普還未披露其

納稅申報，但自上世紀 70年代以來

美國每位主要黨派的總統候選人都會

披露其各自的納稅申報。特朗普聲稱

，未披露的部分原因在於這些納稅申

報正在接美國國稅局的審計。

巴菲特在聲明中表示：“最後

我想指出的是，本人也曾多次接受

過美國國稅局的審計，但在審計期

間披露納稅申報是沒有問題的，特

朗普先生也會如此，除非他遇到了法

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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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全美地產協會在華美銀行舉行SBA 擔保貸款午餐研討會
贊 助 人 李 錦 星
（Lawrence ) 先生（
中 ） 正在抽獎。

午餐研討會現場，張凱旋先生（ 中立者） 正在開講SBA 擔保貸款。

全美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 左三 ），與當天的主講人張凱
旋經理（ 右三 ），Noel Huang ( 右二 ），及該會理事在會上合影。越裔贊助人DANNY NGUYEN（ 左二 ） 正在講話。

月會開始，全美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 右三
） 致詞。

研討會主講人張凱旋（ 中 ） 首先開講。

出席午餐會的理事及來賓。（ 左四 ） 為該會發起人李雄。

「Elite Banking Associate 」 代表Noel Huang 女士（ 中立
者） 正在貸款細節。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報
導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15位“華夢”學員赴洛杉磯參加結業典禮及全美匯演

北京舞蹈學院教授,著名舞蹈家高度和高曉慧校長祝
賀 Christy Zhang, Kelly Chiu, Angel Liu 分別獲$500;
$500;$100的獎學金,

舞蹈培訓班的孩子們正在上大師課!

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的孩子們表演"
知魚"(照片由李傑
瑞提供)

Christy Zhang 表 演
的獨舞"一去不返"(
照片由李傑瑞提供)

獲得本年度唯一的一個"華夢之星"獎的
Christy Zhang 和中國風藝術協會執行長舒
嵐女士合影留念(照片由李傑瑞提供)晚會圓滿成功!(照片由李傑瑞提供)

B10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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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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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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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ellaire
B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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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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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保險卡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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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主治項目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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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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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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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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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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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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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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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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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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0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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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0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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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09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3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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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6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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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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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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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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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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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 日中國大
陸2009年10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01月22日中國
大陸2015年01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04 月 15 日中國
大陸2010年04月15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1月22日中國大
陸2005年01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3 年 12 月 01 日中國大
陸2003年08月01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1 月 01 日中國大
陸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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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1日中國大
陸2004年07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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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表示，儘管
國務院仍然實行雙表排期，但
是移民局棄用較快的排期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只接受優先日期在較慢的排期

表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之前的申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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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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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移民排期

為了方便亞裔腎髒病人就醫，經謝春醫師等
多位華裔和越南裔醫生的多方努力，全美第三大
透析公司US Renal Care在中國城的透析中心即
將開業。 US Renal Care 在全美有 400 多家透析
中心。 US Renal Care中國城透析中心聘請多位
華裔和越南裔醫生及其他工作人員為需要透析的
病人服務，開展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治療。開放
日(Open House)是 10月17日(星期一)，定於下午
3時至7時對外開放。歡迎各位病友及家屬、關
注腎髒病治療的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參觀。

US Renal Care 中國城透析中心位於敦煌廣
場後面，Bush 小學對過。地址：7329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713-773-2802.

透析中心開到中國城了 10月17日為 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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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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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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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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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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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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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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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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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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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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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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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婦女臉抹紅色朱砂
慶祝杜爾迦女神節

當 地
時 間 2016
年 10 月 11
日 ， 印 度
新 德 裏 ，
印 度 婦 女
朱 砂 塗 面
祈 福 ， 慶
祝 杜 爾 迦
女神節。

當地時間 2016年 10月 11日，法國巴黎，法國首間合法“吸毒室”在巴黎市第十區

拉裏博瓦西埃爾（LARIBOISIERE）醫院內開張，這家“吸毒室”的正式名稱為“危險性

較弱毒品消費室”，吸毒者將可以在專業人員的監督下，在此註射毒品，並接受治療。

據悉，吸毒中心只供成年吸毒者使用，吸毒者自己攜帶毒品到中心裏，在專業醫療人員

的監督下，使用滅菌器材，自行註射毒品。

2016國際小姐選美大賽
中國選手穿旗袍亮相
當地時間2016年 10月 11日，日本東京，2016年國際小姐

選美大賽在東京舉行，70位佳麗將角逐桂冠。國際小姐選美

大賽（Miss International Beauty Pageant ）為世界三大女子選

美賽事之壹，創辦於 196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圖為中

國選手周欣娜穿民族服裝走秀。

為患兒慶祝兒童節
男子扮蜘蛛俠高空互動

當 地 時 間
10月 11日，巴
西聖保羅，10
月 12 日是巴西
兒童節，兩名男
子裝扮成蜘蛛俠
和閃電俠到當地
兒童醫院 Hos-
pital Infantil
Sabara 與 患病
兒童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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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成為未來

“世界最高塔”的

迪拜河港塔 10 月

10日舉行奠基儀式

，正式破土動工。

這座建築總耗資達

10億美元，預計將

在2020年迪拜世博

會前竣工。迪拜河

港塔是壹座觀光塔

，由擁有西班牙和

瑞士雙重國籍的著

名建築師聖地亞

哥 · 卡拉特拉瓦設

計，其外觀設計靈

感源自含苞待放的

百合花蕾。

未來“世界最高塔”在迪拜舉行奠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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