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0, 2015

「葛瑪蘭包坊」 本週起在 「敦煌廣場」 開幕
獨家創意麵包 兼顧健康與口感
連大師的 「戚風蛋糕」，它最大的特色
是口感鬆軟，再以植物油取代奶油，因此蛋
糕熱量較低，這來自美國人改良的配方做法
， 「戚風蛋糕」其英譯為為 「喬其紗」的布
料，質地非常柔軟，正代表蛋糕的口感和組
織的輕柔，也因此成為很多人心目中蛋糕類
首選。
「葛瑪蘭麵包坊」新張，即吸引了老饕
們的注目，不論是生日宴上的靈魂---生日
蛋糕，還是各種健康，口感特佳的麵包，都
將伴隨著您---在生活中找到樂趣和享受。
「葛瑪蘭麵包坊」的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E219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831-2652，FAX︰832-831-2664

為了做矯正牙齒而拔牙，劃不來？而且
拔了牙以後牙齒不是會變很多空隙嗎？以後
是不是要補牙？老人家都勸我們不要拔牙。
體會一下老人家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
上一代人去找牙醫，大概只有二種服務，一
是簡單填補蛀牙，二是拔牙，只有相當必要
或有錢時才會做個活動假牙。牙齒的問題事
實上都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解決的。
一顆牙蛀了，若沒補好，以後一定再二
度蛀牙，而且更嚴重地蛀到神經（慢性蛀牙
是不痛的），再不管它，以後難免要做根管
治療（抽神經），再不管它，該牙就會有慢
性根尖炎或膿廔，再不理它，拔牙就避免不

了。拔了牙後再不及時鑲牙，整個齒列就要
進行革命性崩盤了。也就是說牙齒向缺牙的
空間倒下來，而且對咬牙會向該空間增長，
當牙齒有這些歪倒高低不平的情形時，連要
做假牙都很困難了。上一代人隨便拔牙的情
形很普遍，所以牙齒崩倒的也很多。難怪他
們會有這種"痛苦經驗"叫人"勿拔牙"。
為矯正牙齒而拔牙是有計劃的拔，然後
用 braces 將缺牙區拉攏起來，絕對沒有昔日
崩倒的情形，也不必做假牙來補缺牙。今日
為了矯正而拔牙的 病例約占總數的 30%，大
部份免拔牙，只有很擠很暴露的時候才拔牙
。

四月透明
牙套半價 。
請
電
713-981-1888
彭莉牙齒
矯正專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彭莉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MS Orth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C-315 Houston,
Texas 77036 (Dun Huang Plaza, 敦 媓 廣 場 一
樓)

矯正牙齒要拔牙嗎? 彭莉四月透明牙套半價

用紅人歸膠囊（SANGEL）打造完美女性
柔情似水、腰肢纖細、唇紅齒白
、頭發飄逸、肌膚吹彈可破、美艷動
人、沒有細紋、口氣清新、臉色紅潤
、身材婀娜、是對女性的贊美。
可現實是，很多女性因為工作繁
忙、家務煩心、壓力巨大、營養不均
衡、內分泌失調、慢性病纏身、化妝
品護膚品使用不當等等因素，以上美
好詞語竟在歲月中悄悄從她身上滑落
，18 歲那年擁有的種種美麗竟不復存
在。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
今天，我就來推薦各位好姐妹用
viker 公司生產的紅人歸膠囊（SANGEL）重塑當年的完美形像！
皮膚是女性第二性征的表現，也
是雌激素的重要靶器官之一。當女性
進入青春期，卵巢功能日漸成熟，雌
激素分泌旺盛，在毛發皮膚上顯示出

女性皮膚柔嫩、光滑、紅潤、有光澤
的美。進入更年期，卵巢開始衰退，
雌激素分泌日漸減少，皮膚干燥、瘙
癢、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
、老年斑、浮腫、脫發等現像會不同
程度的出現。可見只有女性體內雌激
素平衡，才是防止女性皮膚衰老、保
持皮膚健康的根本。
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
歸膠囊（SANGEL）是采用現代科學
手段，從多種天然植物中提取的不含
任何激素的精華素的復合物。紅人歸
膠囊（SANGEL）能夠滋潤活化卵巢
，強化卵泡活力，旺盛雌激素水平。
由內而外滋養女性，保持肌膚的細膩
緊致白皙……
紅人歸膠囊（SANGEL）內含有
能與卵巢紅囊突受體特異性結合的

SAG 獨特成
分，能夠通
過與紅囊突
受體特異性結合，激活並恢復分泌卵
泡和雌激素的能力和水平。服用紅人
歸膠囊（SANGEL）後，通過營養滋
潤卵巢可增加自身雌激素分泌，對皮
膚中粘多糖酸，尤其是透明質酸有特
殊作用，便可以使透明質酸濃度增加
，從而增加表皮厚度。減少皮膚皺紋
，恢復肌膚的彈性與豐滿。
堅持長期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
）不僅可以活化滋潤卵巢，恢復女性
體內自身雌激素的分泌，它更是一個
陰陽雙補、全方面溫和調理的百年漢
方。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後
有助於鎖住皮膚的水分，更能全面調
節女性內分泌，氣血雙補，使女性保
持面色紅潤、細膩、有光澤。
衰老雖是客觀規律，皮膚作為人體一

25 號出口
送$5 元或$10 餐券

44 號出口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
合症；頭暈目眩、注意力不集中、失
眠健忘、情緒緊張等症狀；潮熱、出
汗、胸悶、心悸、氣短等症狀；皮膚
干燥、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
多等症狀；脫發、色斑、老年斑等症
狀；性欲衰退，陰道分泌物減少，性
交時出現疼痛感等症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
不僅讓您做個人人羨慕的魅力女人，
更是對您一生的精心呵護！
加拿大 VIKER 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
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
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
詢電話 1—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
話
1—604—518—7778
傳 真:
1-604-303-7720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送$10 元

27 號出口

將開 10:30AM 班車

請注意：

將開 11:00AM
班車

4 號出口

和特訊。
II. 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70 週年
圖片展
休士頓僑界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
勝利 70 週年圖片展剪綵暨表揚抗戰英雄
大會訂於四月卄日(4/20/2015)星期一、
上午 11 點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展
覽室舉行，將展出極具歷史意義圖片，
並邀請親身經歷抗戰之英勇戰士們接受
表揚，會中備有精美茶點招待，歡迎大
家踴躍出席！
III. Ipad 和 電腦班將陸續開班
Ipad 班將於 4/28/2015 到 6/5/2015 共六週。每週二和週五上
午十點至十二點在僑教中心 104 室上課。每班人數有限。有興
趣的會員請早到 102 室向徐驊先生報名。我們用最有效率的方
法教會你使用 Ipad 或電腦、讓你可以上網與遠在外地的親朋好
友連絡分享你的知識和智慧或面對面交談。並且可以上網看電
影、玩電動遊戲和音樂等讓你的生活更有情趣。
IV. 園藝問題解答講座
四月二十五日(4/25/2015)星期六、上午 10:00 到中午 12:00
、在僑教中心 203 室。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
為大家開設“園藝問題解答”講座 。熱愛園藝的會員請勿錯失

（本報訊） 每年大學錄取發榜，不
少品學兼優的亞裔孩子都會接到一封封
來自常春藤名校不公正的拒絕信。亞裔
孩子進入美國東部名校的門檻越來越高
，很多出類拔萃的亞裔孩子，有著高
SAT、高 GPA，並有參賽得獎、優異課
外活動的資質卻還被常春藤等名校累累
拒絕。面對如此不公，非營利性組織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代表亞裔學生
向大學錄取過程中的種族歧視政策發起
全面挑戰，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大學多
年來在新生錄取時對亞裔的歧視。這一
訴訟的根據是：亞裔在任何一個 SAT 分數段的名校錄取率都是最
低的。在同樣的分數下，錄取率比白人低 67%，比其他族裔更低
。過去 20 年，亞裔占本科入學年齡人口比例增加了一半以上，
而且綜合素質大幅提高，但常青藤學校對亞裔學生的錄取比例徘
徊不前。這一切都與《獨立宣言》所確立的“人人生而平等”的
建國准則背道而馳，並涉嫌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
以及 1964 年人權法案。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全旅假期

WWW.CHINATOURUS.COM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美東六天
$375/人（再買二送一）$175起
美加東八天
$606 人（再買二送一）$303起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398/人（再買二送一）$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430 再買二送一 $286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全球豪華郵輪

歐洲五國八天
歐洲五國十天
歐洲八國十二天
東歐五國九天
北歐七天
北歐十一天

$890
$1120
$1350
$780
$730
$1300

含休士頓來回機票$3599
僅 5/30，6/20 兩團
英、法、瑞、德、奧、意、梵蒂崗

debbie@chinatourusa.com

張家界長沙鳳凰長江三峽十一天

驚人特價:

$299/人 (原$499)

( 含三峽遊輪)
美國出發特價日期 : 9/6 & 9/10 2015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商業部門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陳 太 太

281281
-630
630-2212

18001800
-856
856-0002
0002×
×116

AlphaMax Realty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專精

Jenny Zhang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吳念湘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281.207.5088,

UNITED 聯 禾 地 產

www.yulfgroup.com
Tel：281
281-501
501-8330 Or 832
832-978
978-6440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 Gessner）Houston TX 77063

713 630
630-8000

全球第一房產公司休士頓中國城旗艦店
Outstanding Agents
Outstanding Results

您投資房地產的領航者

服務休斯頓大都會區，糖城，密蘇里市，Katy，Memorial Area，醫療中心，
能源走廊，West-U，Downtown 城中區，City of Bellaire，Heights 等區。

商業
投資

(高仿真複合地板)

$4.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
832353--6900
832--877
832
877--3777

AsiaSocietyTexas
@AsiaSocietyTX
@AsiaSocietyTX
Rice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1370 Southmore at Caroline, Houston, Texas 77004 | 713.496.9901 | AsiaSociety.org/Texas

敦煌研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教授將於 2016 年應邀在美國參加洛杉磯
和休斯頓的會議。
和休斯頓的會議
。 洛杉磯的蓋蒂中心將舉辦關於中國敦煌佛教窯
窟在美國的首次大型展覽。
窟在美國的首次大型展覽
。美國敦煌基金會的理事長倪密
美國敦煌基金會的理事長倪密..蓋茨和
樊院長將在 4 月 16 日下午 4 點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會議上講述關於
對窯窟展覽和保護上所面臨的問題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報名方法：請填寫以下表格取得與會資格 http://goo.gl/forms/
2dIS14Hsre
聯系人：解先生 832-380-4943；蔣先生 979-703-9122

1. 位於糖城 Riverstone，2008 年建房，總面積 2585
呎，一層四房二浴二車庫，前廳高挑寬敞，客廳落地
窗戶，全新裝修，島式廚房，大理石工作台面，超大
步入衣房，浴室廚房瓷磚地面。現價 26 萬 5
2. 位於 Richmond City，2007 年建房，總面積 2150
呎，一層三房二浴二車庫，高挑屋頂，超大主臥室，
衣房，硬木地板，花崗石島型廚房，軟水系統等，售
價 17 萬 9
3. 利和新村連體別墅，三房二衛，安全門，整潔豪
華，近各大超市、銀行、飯店，僅租$1100/月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763

楊凱智

Steve Yang, Agent

安馨
成家

臨湖用地
僅售110萬

西北區 新上市
僅售$24.9萬

4.9 英畝湖景土地，
環境優美，安靜，
是您安家投資首選！

• 密蘇里市 十年新,4 房 3.5 浴 3 車庫,安靜好區氣派高雅, 好風
水,挑高門廳及主廳, 主臥樓下漂亮,按摩式浴缸,厨具不銹鋼,花
崗岩枱面,地產之寶, 僅售 38 萬
• 糖城精緻一層樓,福遍學區, 双層節能玻璃,小而美保養好, 3
房 2 浴, 厨房不銹鋼厨具,花崗岩枱面,此區難得機會,一定要看,
請勿錯過, 只要價 19.6 萬

Royal Oaks
超低價出售

近中國城，獨棟樓，
環境優雅，設備齊全
4 房/2.5 衛/3 車庫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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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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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

Josie Lin

林承靜
832-618-5898

• 中國城旁,交通方便, 共渡屋, 3 房 2 浴, 低價拋售 6.9 萬
• Katy 學區高級住宅,4 房 3.5 浴 3 車庫,專家設計,空調,爐頭,
抽油煙機及屋頂剛換新, 購物及交通方便, 售 43.7 萬
• 近 6 號公路,重新裝修,3 房 2 浴,一層樓, 全部磁磚,花崗岩枱
面,後院有孩童娛樂設施, 新上市, 售 15.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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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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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1299

your G

牙齒全科：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 3D Cone Beam

United Proper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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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屋，議價，出租，管理一條龍

長短期租屋，商業大樓、辦公室、店面出租與管理
具備德州政府核發執照，專業維修班底，讓您省時省心。

旺舖
吉屋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jlteam98@gmail.com

Sean Wong

平均節省$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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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禾管理

• 糖城 Riverstone 豪宅,全新從未入住, 4.5 房 3.5 浴, 挑高門廳, 氣派高
雅,主臥加客房在樓下,樓上 2 套房加遊戲間,另有陽台,緊鄰社區公園,泳
池, 環境優雅安靜, 適大家庭居住, 學區好, 月租 3500
• 西南 Royal country Club, 有鐵閘門社區管理安全,交通便利,4 房 2.5 浴
3 車位,正式客飯廳, 隔局好,挑高主廳,採光好, 開放式厨房, 寬敞設計,適
宴客及住家及公司商旅, 竹地板及磁磚少塵蟎,月租 4500
• 糖城新區, 2014 建, 福邊學區, 4 房 3.5 浴 3 車位, 設計寬敞加開放式厨房, 及不銹鋼厨
具,花崗岩枱面, 近社區活動中心,後院有頂陽台方便烤肉, 運動, 休憩,宴客, 另有電影,遊戲
間, 租 4599
• 城北 Klein 高中,近社區小學, 全新 2015, 3 房 2 浴, 一層樓設計,加外親子關係, 主臥漂亮
舒適享受休憩, 自動灑水系統, 客飯廳及厨房, 木板加地磚,近 45 公路, 交通便捷, 租 1880
• 糖城 59 號旁，好學區，近高爾夫球場，全新裝潢開，放式有天窗的廚房，4 房 2 衛 $2300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我們說你的語言

2010

Bonbrook
僅售$27.9萬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❶您的車子

0905023TX

近8 號, 6 號及 290, 交通方
幾乎全新節能房 4 房 3.5 衞開
隨時入住，
臨近 Galleria Mall 和娛樂區， 放式空間設計, 挑高頂, 樓上加 便, Cul-de-sac, 3房2浴,全
新屋頂,及大理石枱面,
主臥大,
大遊戲房,
樓下磁磚,
花崗枱
室內剛刷漆，裝修高雅
一樓木板及磁磚地, , 二樓加
面, 離中國城 20 分。
廚房大理石面，瓷磚地板。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Dr. Mimi Gates, Director Emerita of Seattle Art Museum
and Chairman of the Dunhuang Foundation, will discuss
the intricate process of conveying the beauty and spirituality
of the caves’ many devotional images. Fan Jinshi, Director
Emerita of the Dunhuang Academy, joins Dr. Gates to
present about conservation issues facing the caves.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售: 西北區精華地段購物廣場內，旺舖兩筆，有長期租客，售 145 萬/180 萬。
售: Beltway 8 北，機場附近，多處開發辦公樓，11 英畝地待開發。
售: 市中心新興區 EaDo 多筆土地待售，適合大型開發。附近新建獨立屋 40 萬起。
售: 4 Plex 近中國城 4 單位小型公寓，僅售 19.5 萬，月收租 3 千 4。
售: 中國城敦煌廣場多筆商辦、店鋪待租$1750 起，待售 29 萬 9 起。

Westheimer
僅售9.89萬

8mm $1.99 /呎＆up
12.3mm $2.35 /呎＆up
12.3mm $2.99 /呎＆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Remarkably preserved in the Silk Road desert, Dunhuang’s
grottoes have astounded visitors for nearly 17 centuries.
Merchants, officials, and aristocrats enshrined Buddhist
culture through commissioned art in Dunhuang’s caves.

保護：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Owner / 負責人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TICKETS
Free with reservations, limit 2 per person.




買地板
送靜音地墊

281.772.0888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地板

pm

Shannon Gao
高紅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 Brghtwater 區，兩層樓房，3210 呎，全木地板，僅售 31 萬 5 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 2500 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3.糖城，Lake Pointe 高級區，2013 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
，高享受的湖邊
9611 Hillcroft Street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Houston, TX 77096
4.糖城，Telfair 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 年，約 2500 呎，3 卧室加書房
，
僅售四十萬八仟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 區，Bellaire 市，Mo、city，Katy，Sugar
land 等市。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大遊戲房, 剛上市搶手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andy.hsu@aarealtytx.com

sunny.hsu@aarealtytx.com

糖城福遍地產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Memorial 近 Dairy Ashford，黃金地段土地出售，占地 2 萬英尺，可自建私人住宅或商業店鋪，適用小型療養院，嬰幼中心，教育中心
等等。欲尋有識投資人士。出售價：$ 679,000.00
•糖城二層屋 4 房 2.5 浴，適初次購屋人士，正式餐廳，私人遊泳池, 漂亮庭院，遊戲間，交通便利，緊鄰 6 號。售價$14 萬 9 千 9
•近 Humble/1960, 4.5 英畝商業用地，待開發，緊鄰商業中心區/大型連鎖店，投資前景好，覓有遠見人士，回報潛力高。距休斯頓國際
機場 15 分鐘，每尺售價: 8.75
•近 249/LOUETTA 繁華商業區，三千尺大屋，四房三衛，挑高廳，落地窗，一層實木地板，正餐廳，挑高頂書房，新油漆，寬敞廚房，大理
石臺面，大遊戲間，仿木地板，一年新冷氣，屋況極好，售$218,800
•KATY 明星校區，2300 尺兩層 4 房 2.5 浴，寬大客廳，正餐廳，開放式廚房，優美庭院設計，戶外亭臺。二樓大遊戲間，保養佳。月租: $1950
•新屋銷售，位於 6 號和 Fort Bend Parkway, 超豪華湖景屋，每棟保證占地一英畝以上，基本四房/五房/三車位，戶外廚房，特別制定
酒窖，奢華內部裝飾，最新節能材料，遠程操控，定時燈光系統等等智能管理，盡顯主人個性，售價$550,000 起
•Pearland Sunrise Lakes 社區 3200 尺屋，一任房主，保養佳，挑高大廳，正式餐廳/書房，一層全地板，二樓遊戲間，開放式廚房，大理石
臺面，前後院自動撒水系統，售價$274,900
•近香港城雅房出租，3 房 2 浴，全新內外油漆，一樓高挑大廳/早餐廳，月租$1250. 出入方便, 近八號公路/WestPark Toll。

Thursday, April 16, 4:00




又福地板

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完美！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

Exhibiting and Perserving
an Artistic Legacy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 20 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國、臺、英語)

Dunhuang: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SOUTHWEST

Mei Tan

ARTS & CULTURE

Sales Associate

陳先生手機 281
281--561
561--6288

1. 近醫學中心，雙並屋，各二房，一浴，全新裝修。有房客，月入$ 1350 適合投資者。售 $ 130,000.
2. 近醫學中心, 1734 尺，三層樓房，二或三臥室，二車房，明亮寬敞，木地板與樓梯，廚房花崗石枱面，不銹鋼廚具，
有社區鐵門。僅售 $275,000
3. 近醫學中心，788 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4. 近 Westheimer 與八號路，一層，一房, 一 浴公寓，有車房，社區鐵門，遊泳池。可自住或投資。僅售$94,900.
5. 近中國城，1940 尺，三房二浴，全新油漆，瓷磚與 Laminate 地板，室內多樣換新，浴室重新裝修，廚房花崗石枱面，
新洗碗機。適合投資或自住。屋主將換新屋頂，僅售$135,000
6. 糖城，三房二浴二車庫，好學區，帶家具，設備，包水電，全地磚，可立刻搬入，月租$1350.
7. 西北區, 離中國城 20 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 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
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僅售 $215,000
8. Montgomery 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25,000-145,000.
9. 6 號與 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0. 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2,751,100.
11.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500 平方尺，每尺$0.54，可立即搬入。
12. 59 號，8 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14 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上卸貨區。售 $780,000.

主辦：休斯敦華裔聯盟 Houston Chinese Alliance
時間：4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10 - 12 點
地點：休斯敦華美銀行二樓社區活動中心（王朝商場二樓）

位於 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 4 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1) 近 8 號/Brain Forest Lake Side
Place，2,271 呎，一層樓 3/2/2，有游泳
池，新油漆，木板地，高屋頂，採光好，
情況良好，環境幽美，$274,900
2) Miss Bend 近 2500 呎，二層樓，3 房
3 衛，加遊戲間，原 Model Home，投資
自住皆宜，$152,000

Debbie 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美國社會對這個訴訟案議論紛紛。不久前，哈佛大學直接
應訴，使訴訟進入關鍵的證據發現階段（Discovery phase），
雙方的精英律師團隊即將開始短兵相接。應休斯敦華裔聯盟邀
請，著名平權活動家 Mr. Edward Blum 將於 4 月 25 日來到休斯
敦舉辦公開講座。Mr. Blum 不僅是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組織中“公平代表”項目的負責人，而且他曾經成功地把四個
訴訟案打到最高法院並贏了其中三個。第四個案子 Fisher vs.
UT 即將重返最高法院，這個案子不但發生在德州，而且與哈
佛訴訟案密切相關。
哈佛訴訟案的前景到底如何？在實施案例法的美國，判決
結果將如何影響亞裔孩子的前程？如何結束名校對亞裔入學的
長期歧視？Mr. Blum 將介紹與此訴訟案相關的方方面面，並為
聽眾解答疑問。同時，他的講座也將極大地提高聽眾對美國司
法體制的認識。歡迎您屆時參加，請提前報名以免錯失難得的
機會。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713713-568568-8889

Friday, April 10, 2015

挑戰名校對亞裔學生的歧視—
挑戰名校對亞裔學生的歧視
——Mr. Blum親自解析哈佛大學訴訟案
Blum 親自解析哈佛大學訴訟案

星期三、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送$5 元或$10 餐券

2015 年 4 月 10 日

良機。俞老師將會為您解答所有難題。
V.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
加。2015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一日旅遊。將
於 4 月 17 日星期五開始 接受報名收費。報
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
、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驊先
生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
果還有名額、可電徐驊預約報名繳費。費
用 35 元含早點、午餐、司機 午餐、小費 、
瓶裝水、意外保險、和門票 。凡己報名、
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
當天缺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您的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
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名額有限、請
盡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0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 上午 7:10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上午 10:00 ----- 扺達神奇世界公園。導遊將為我們
講解過去地質時代地球歷史故事和參觀由許多地層構造和巨石
懸掛在空中的壯觀和罕見史前化石的生活，也是唯一真實地震
形成超過 105 年的遺址洞穴。離開洞穴乘坐“Stratavator” 到高
入雲霄的 TEJAS 190 英尺的觀測塔。在高空中看在地震時戲劇
性的轉移和的巴爾肯斯故障選線洞穴形成其過程中的壯觀景色
。再到神奇顛倒的世界反重力房子、在那裡你會感到驚訝所有
一切都是倒退的，甚至水也逆流上山。最後登上列車，並通過
神秘山飛濺的瀑佈沿途到德州撫摸野生動物公園途中你可以用
手撫摸或飼餵動物。
• 中午 12: 10 ----- 午餐中式自助餐。
• 下 午 1:30 --- SAN MARCOS PREMIUM OUTLETS (聖瑪可斯獨特直銷商店)自由採購。
• 下午 6:15 ---- 回到僑教中心。
VI. 4/8/2015 賞花、品酒一日遊照片 (附寄上兩張照片)

I.
請
到本會網
址 www.
csahouston.
wordpress.
com 參 閱
或下載慶
生會和旅
遊的照片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送$10 元或$12 餐券

星期五

http://www.luckymoving.com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5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5年
年 5 月份通告

「葛瑪蘭麵包坊
葛瑪蘭麵包坊」」 推出的北歐葵花麵包
推出的北歐葵花麵包，
，牛蒡麵包
牛蒡麵包，
，
培根起司及香蔥熱狗麵包等等。（記者秦鴻鈞攝
培根起司及香蔥熱狗麵包等等。（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
敦煌廣場」」 「休士頓診所
「休士頓診所」」 樓下的 「葛
瑪蘭麵包坊」」 正門
瑪蘭麵包坊
正門。（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圖為 「葛瑪蘭麵包坊
葛瑪蘭麵包坊」」 的全麥
的全麥，
，牛蒡
牛蒡，
，蔓越梅
蔓越梅，
，菠
蘿，紅豆麵包裹
紅豆麵包裹。（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大器官，無疑也不可違背逐步衰老的
命運。及早堅持服用紅人歸膠囊
（SANGEL）這種科學的養巢平衡雌
激素的方法即可防止老化過早出現的
現像，延緩衰老，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紅人歸膠囊（SANGEL）采用天然
草本，科學組方，經現代科學工藝提
取精華，可直接被人體快速吸收，從
根本上滋養卵巢，促進自身雌激素的
分泌，保護女性細膩光潔、緊致白皙
的肌膚，讓女性美由內而外，自信體
現青春靚麗！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衛
生部唯一批准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
品，加拿大衛生研究院十四年質量療
效追蹤確認紅人歸膠囊（SANGEL）
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安全、最有效、
最科學的產品。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
下症狀最有效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C1

713713
-777-9988

訂座
電話

1-877-308-9688




用的是葵瓜子做成，營養、口感一流，還有
芒果奶酪麵包，紫米紅豆麵包，真的是以營
養的紫米做成，還有枸杞酒釀葡萄，真是營
養 「看的見」，也可見製作者的用心，其他
如牛蒡麵包，小香腸麵包，香蔥熱狗麵包，
香蔥麵包，培根起司麵包，抹茶紅豆麵包，
紅豆，菠蘿，芋頭麵包，菠蘿奶酥，蔓越梅
麵包，蘋果麵包，全麥麵包，讓麵包走進您
的生活，成為您健康，快樂的守護神。
除此之外， 「葛瑪蘭麵包坊」還有各式
吐司，各式水果奶酪，慕斯，以及阿爾卑斯
山起司蛋糕，各式甜點，應有盡有，連大師
不僅麵包做的好 ，他手工製作的鳳梨酥 ，
「戚風蛋糕」更是一絕。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1-877-427-6066
16 Elkins Road,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德州分公司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 「敦煌廣場」面
向百利大道， 「休士頓診所」的樓下，本週
新開了一家 「葛瑪蘭麵包坊」，其負責人西
點名師連憲武，休市有很多人對他並不陌生
，早在十號公路 「大華超市」時期，他就寫
下了每天麵包出爐時刻大排長龍的紀錄，還
有糖城的 「家樂超市」時期，往往是忙碌的
上班族每天最不肯錯過的出爐時間，大家抓
緊時間，幾乎是用 「搶」的。
「葛瑪蘭麵包坊」他們的創意麵包，在
休市可說是獨家，兼顧健康與口感，這裡有
別家吃不到的口味，如他們的 「大力水手」
麵包，用的是菠菜汁揉成的麵，加上海苔，
起司而成，營養一流。還有北歐葵花麵包，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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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精通國語、
精通國語
、英語
英語、
、粵語
粵語、
、閩南語
閩南語、
、西班牙語
西班牙語、
、越南語的國際化團隊
越南語的國際化團隊！
！

(713)630-8000

免費 市場分析，歡迎預約諮詢
www.united888.com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Dr. Dat V.Pham,DDS

英文：
281-402-818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休城讀圖
星期五

2015 年 4 月 10 日

Friday, April 10, 2015

影視娛樂

C2

福遍縣與台灣屏東縣締結友好郡縣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
長（右）與福遍縣縣長
ROBERT HEBERT （ 左
）合影

星期五

2015 年 4 月 10 日

第一次見面覺得煩
綜合報導 愛情電影《巴黎假期》在北京舉行發佈會
，主演古天樂、郭採潔、徐正曦、劉梓妍出席捧場。現場
，古天樂與郭採潔大玩“貼標簽”遊戲，詼諧形容對方在
影片中的形象。古天樂更爆料稱初見郭採潔覺得對方“很
煩”，“她太活潑了，以至於我都不想跟她講話”。

古天樂自認本色出演
我私下也是暖男
電影《巴黎假期》講述了由郭採潔飾演的丁曉敏與
古天樂飾演的林俊傑機緣巧合下在巴黎共處一室，上演
一齣爆笑感人的浪漫愛情。
發佈會上，古天樂與郭採潔現場互貼標簽，爆料對
方在劇中的“奇葩”表現。古天樂笑言郭採潔的角色異
於常人，頹廢又神經，郭採潔則透露自己扮演的丁曉敏
遭遇失婚、失戀又失業，但她表示古天樂扮演的林俊傑
是暖男。
對於自己此次出演的角色，古天樂直言是“本色出演
”，“我私下是很暖的男生，也是宅男，所以有很多雷
同的地方”。

郭採潔
第一次見古天樂角色他太嚴肅

（ 左起
左起）
） 「 台北
經文處」」 教育組
經文處
組長周慧宜，
組長周慧宜
，與
「THE
GEORGE 基金會
基金會」」 社區主
任 DEE KOCH，
KOCH， 「 福遍縣
國際交流委員會」」 主席溫
國際交流委員會
大杰合影

C7

古天樂覺得郭採潔太活潑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客家會及福遍縣代表出席記者會者合影

Friday, April 10, 2015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是古天樂與郭採潔首次合作。
談起合作感受，郭採潔自曝第一次見古天樂時，覺得對
方很嚴肅，“我為了緩和氣氛，曾偷偷問他‘是不是很
想偷笑’”。古天樂則表示初見郭採潔覺得對方“很煩
”，“她太活潑了，以至於我都不想跟她講話”。
另外，古天樂和郭採潔今天被曝為拍戲努力練舞，
兩人現場更還原影片經典片段，親密共舞。問到共舞心
得，郭採潔害羞表示古天樂是個“強勢舞者”，會引導
自己。
據悉，電影《巴黎假期》將於暑期檔在全國上映。

福遍縣縣長 ROBERT HEBERT（
HEBERT （ 右 ） 接受 「 美南電視
美南電視」」
常中政的訪問

昆淩曝周傑倫彈吉他
給腹中寶寶聽
綜合報導 今年 1 月份剛剛大婚的周傑
倫，4 月 3 日淩晨在網上曬妻子昆淩大肚照
，宣佈懷孕喜訊。4 月 7 日，有網友在微博
上曝光昆淩美照。
昨日，網友曬出一張轉自朋友圈的昆

淩美照，照片中，昆淩身穿白色吊帶裙，
一頭時尚的卷髮，笑容甜美，美得像個洋
娃娃。昆淩還自曝，周傑倫會彈吉他給肚
子裏的寶寶聽，還怕太溫柔的情歌寶寶聽
不懂。

薛凱琪海裏放生巴西龜引熱議
網友罵其無知 為其科普放生知識

（右起
右起）
） 「客家會
客家會」」 葉德雲
葉德雲，
，大老鍾桂堂
大老鍾桂堂，
，
福遍縣縣長 ROBERT HEBERT，
HEBERT， 「 客家會
」 會長劉志恆在記者會上合影
（ 右起
右起）
） 「 客家會
客家會」」 會長劉志恆
會長劉志恆，
， 客家會大老鍾桂
堂與 「福遍縣
福遍縣」」 縣長 ROBERT HEBERT 夫婦合影

「客家會
客家會」」 代表出席記者會與福遍縣縣長合影
代表出席記者會與福遍縣縣長合影，（
，（右起
右起）
）李元平
李元平，
，葉德雲
葉德雲，
，會長
劉志恆，
劉志恆
，大老鍾桂堂
大老鍾桂堂，
，福遍縣長 ROBERT HEBERT，
HEBERT，賴淑雯
賴淑雯，
，歐良
歐良，
，常中政
常中政，
，羅
秀娟合影

綜合報導 “愛護動物”出了名的
薛凱琪，近日獻愛心卻做錯事了，引來
網友非議，前日她在微博上曬圖稱：
“復活節放生生”，本來以為是做善事
一樁，結果圍觀網友們發現她放生的是
巴西龜，此舉引來罵聲：“巴西龜是淡
水龜，放海等於間接殺了它”，也有指
“巴西龜是生態殺手，會破壞生態平衡
”……好吧，各位做慈善的明星們，記
得放生前最好問問度娘什麼的，上好生
物課哦。

生物課第一章
放龜龜前，請分清它們是什麼龜
其實放生龜鬧出烏龍，不只有薛凱
琪這一個例子，有不少人因為分不清海
龜還是陸龜，做了“龜殺手”。
教 材 A： 薛 凱 琪 放 巴 西 龜 進 鹹 水
海？
薛凱琪近日在微博上傳了兩隻烏龜
遊進水裏的照片，並留言：“放它的時
候，它回頭看我們好幾次，好像跟我們
說謝謝一樣！它們自由了！”她的放生
行為卻讓學霸網友們不高興了，指責她
“將淡水龜放落鹹水海，反而令烏龜生
命面臨威脅”，更罵她無知。之後，薛
同學在微博上為自己洗白，表示龜龜是
放在淡水裏的，結果又被眼尖的網友指
出這是巴西龜，放生會破壞生態平衡。
教材 B：張嘉譯山龜當海龜放生？

張嘉譯錯把山龜當海龜放生的段子
，其實來自他的好基友胡軍，故事是這
樣的：胡軍曾在微博上寫道，“一天張
嘉宜在海邊看到有人賣龜，突發悲心，
他出了個大價錢買了只最大的龜放生海
裏。沒想到龜奮力遊回上岸！我這兄弟
感慨萬千：太通人性了，這是來跟我告
別的！後他又把龜扔回海裏。可這龜又
回到岸上，張很奇怪，他又扔了幾回還
是如此。這時旁邊一老者實在看不下去
了說：別扔了，人家是只山龜！(真事)
。”雖然胡軍將張嘉譯的名字寫錯了，
但胡軍的經紀人確認胡軍說的正是張嘉
譯。
教 材 C： 李 小 璐 夫 婦 給 海 龜 綁 紅
繩？
去年 2 月，李小璐夫婦去海南玩，
將被圈養的小海龜買下放生了。原本是
一件好事，但李小璐夫婦在海龜身上又
刻字、又綁紅繩的行為，令一些小夥伴
們生氣了：“給海龜綁上紅絲帶，它的
龜爪幾週後就會壞死！”“在龜背上刻
字，難道龜殼不會感染嗎？”雖然事後
李小璐在微博澄清，刻字、綁紅繩是當
地的放生習俗，因為龜龜刻字後，再被
人打撈時會再放生的。而且放生時，他
們是把紅繩子解開了。不過“假慈善”
的標簽還是被網友們給貼上了。
放生科普：陸龜和水龜還是能從
外表區分的，最明顯的區別就是它們
的爪子，水龜的爪子是有蹼的，龜殼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 尺 2 房
2 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 7 萬 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11 萬 9
3) 獨立屋 1300 尺 ,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9 萬 9

713-981-6888

Trinity
Funding,
Inc..
Inc

一 般 較 為 平 坦 ( 為 了 減 少 游 泳 的 阻 力)
；陸龜的背殼則高高拱起，以便能更
好地承受壓力。巴西龜是全球公認的
“生態殺手”，耐受性強、食性雜、
繁殖能力超群，會把本土龜逼得走投
無路，最終滅絕。

生物課第二章
放生前，了解動物的生存環境
教材 D：張靜初放 47 萬多條泥鰍到
水庫
張靜初曾在微博曬出一組在成都三
岔湖放生 47 萬多條泥鰍的照片，然後就
被網友炮轟這種做法會破壞生態平衡，
而且讓泥鰍們遭罪了！
因為三岔湖是水庫，被放生的泥鰍
中只有少數能遊到淺灘或者支流存活下
來，餘下大部分則掙紮在“遁入湖底冬
眠——缺氧回到湖面或者上層呼吸——
遁入湖底冬眠——缺氧回到湖面或者上
層呼吸——”的迴圈中直至力盡而亡。
張靜初小時候沒唱過《捉泥鰍》這首歌
嗎？
放生科普：泥鰍屬於底棲雜食性魚
類，平時喜歡趴在淺水的底層，所以一
般都是在池塘、湖泊、濕地甚至水田看
到它們的身影，水庫以及大江大河的幹
流中基本數量稀少。所以放生時一定要
認清被放生的動物是什麼物種、應該生
活在什麼環境……要是隨隨便便一放，

結果 99%會是悲劇。

生物課第三章
注意這些事項，否則放生即殺生
不要放生外來物種：不宜在我國自
然水域放生的常見外來物種有巴西龜、
牛蛙、羅非魚、食蚊魚、清道夫、革鬍
子鯰、鱷龜、雀鱔、食人鯧等。這些外
來物種會破壞當地的生態平衡。比如背
上長滿錐子的鱷龜，原產于美洲大陸，
性格兇猛，在我國沒啥天敵，還會傷人
，親們還記得網上那個“與你吻鱉”，

結果被鱷龜“吻”出香腸嘴的倒楣小哥
麼？不要不分物種亂放生：蛇類也是常
見的被放生生物。小規模的放生本地就
有的無毒蛇類，對一個地方的生態環境
影響不大，但大規模放生本地沒有的蛇
類，特別是毒蛇，那就是生態災難了。
還有鱷魚這種主要生活在熱帶的河流、
湖泊、沼澤的動物，就不要在中國的內
陸地區亂放生了。不要購買野生動物來
放生：刻意去購買動物進行放生，是在
促進、鼓勵非法的野生動物交易。因為
抓捕及運送野生動物的過程中，會死去
幾隻同類的野生動物。

恆信貸款

NMLS #301604 www.trinfund.com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請電：馬先生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現特價中
各種規格報紙印刷﹐
承接名片印刷﹐
招貼海報﹐
廣告
傳單﹐
商業表格﹐
文宣畫冊﹐
超市及零售業宣傳品﹒

金潤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Chen & Associates
◆職業移民◆
★ EB1 傑 出 人 才，NIW 國 家 利 益 豁 免，
PERM 勞工證
★H-1,L-1,O-1,E1/E2 Visa 申請與轉換
★B-1/B-2 旅遊、探親申請、延期與轉身份
★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特價 (包工包料)

2.49 /呎
$2.99 /呎

8mm $
12mm

電話：281-499-4488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 防水地板

◆職業移民◆

★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申請
★公民入籍、移民面談

陳文律師
紐約州執業律師
聯邦法院出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
中國企業會計師
紐約州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亞裔律師協會會員

◆中國法律諮詢◆
★中國法律法規諮詢
★外商直接投資/獨資、合資公司成立
★房地產投資
★協助中國訴訟公司/協助聘請中國
當地律師

律師直撥：

832-495-7889
Tel：713-773-1626
Fax：713-773-1626

www.niwlawus.com
E-mail:lawyerjchen@yahoo.com

週末需電話預約
Busby & Associates, PC
◆遺產信託
◆商業貿易
◆地產買賣
◆破產保護

地址：6100 Corporate Drive, Suite 178 Houston TX 77036

星期五

脊椎神經骨科

何繼強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中醫針灸

專門治療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王建森 醫生
FDA 驗證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 86%以上的效果。

Tel: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713) 771-8110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人工(手)按摩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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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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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黃金廣場

Int'l
Shell 1st
Bank

Wilcrest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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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主 治

OU
$I4
SC

Chun Xie
M.D.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囊腫
★趾
★香港腳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專科

腳

李岳樺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一對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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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
腎臟病 / 高血壓專科

專業團隊 ACH Medical Ultrasound

•ARDMS 執照超聲技師操作，主管超聲技師曾
任河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超聲科醫生；10+年臨床
經驗，現任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超聲技師；
超聲檢查精細準確。
•資深放射科醫生和心臟科醫生分析超聲檢查圖
像，出具診斷報告。與醫學中心不同專科醫生團隊
合作，方便患者就醫。

超聲檢查項目:
肝，膽，胰，脾，腎，婦科，產科，排卵監測，三維/四維
胎兒成像，四肢血管，心臟，甲狀腺，乳腺，前列腺，
陰囊，軟組織等。

地址：9889

中心電話：832-532-6690 傳真：832- 834-522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 樓

Fiesta

主治：

A train passes high peaks as it leaves the
Tibetan capital Lhasa on its way to Beijing
(AFP Photo/Peter Parks)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彭莉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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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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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英﹑
國﹑
粵語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HOUSTON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72

713-981-1888

Tel: 832-448-0190 Fax: 281-498-272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山水眼鏡 GLACIER OP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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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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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電話﹕
713-774-2773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傳真﹕
713-774-4009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長青兒童牙科專科

提供兒童專屬完整牙科服務

3131 Briarpark Drive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42

1、預防性工作 - 維護口腔清潔 ˙紐約大學醫學院流動牙科診所主任醫師
˙德州兒童醫院主治特殊需求兒童
2、口腔治療 - 蛀牙深度，
˙貝勒醫學院和德州休士頓 大學任教
˙牙買加、墨西哥、海地等國家志願治療醫師
牙齦咬合牙齒生長發育等 ˙刊登於芝麻街健康牙齒欄目,並製作成 DVD
3、殘智障患童的口腔照護
二歲兒童第一次檢查免費
4、口腔病變之處置

www.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email:info@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Westheimer Rd
Meadowglen Ln
長青兒童牙科中心
Richmond

o.713.244.0100
f.713.244.0101

Bellaire Blvd

A group of local residents arrive to take a
look at the newly opened Lhasa train station,
in Tibet, in 2006. (AFP Photo/Mark Ralston)

A railway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that could inits "remarkable" changes in elevation, trains on any
clude a tunnel under Mount Everest is under considline to Kathmandu would probably have a maximum
eration, Chinese state media said on Thursday, as
speed of 120 kilometres per hour.
Beijing builds links with a country India regards as
The proposal underscores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firmly within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impoverished Himalayan nation, where Beijing has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already links the rest of
for years been building roads and investing billions
China with the Tibetan capital Lhasa and beyond,
of dollars in hydropow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an extension running as far as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ourism to Nepal, which is home to eight of
border is already being planned "at Nepal's request",
the world's 14 peaks over 8,000 metres, is also
the China Daily newspaper reported, quoting an exclimbing.
per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Beijing's increasing role has raised alarms in New
This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2020, it cited a
Delhi that China, already closely allied to Pakistan,
Tibetan official as saying.
is forging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Sri Lanka,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visited KathmanMaldives and Nepal in a deliberate strategy to encirdu in December and, accordcle India.
ing to Nepalese reports, said
Chinese plans to expand the
the line could eventually be
rail network in Tibet have also
extended to the Nepalese
come under criticism from rights
capital and further, potentially
group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providing a crucial link beal Campaign for Tibet, which
tween China and the huge
has warned of the project's
markets of India.
"dangerous implications for reSuch a plan could see a tungional security and the fragile
nel being built under Mount
ecosystem of the world's highEverest, the China Daily said.
est and largest plateau".
"The line will probably ha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o through Qomolangma so
claim that rail expansion on the
that workers may have to dig
plateau simply benefits tourism
some very long tunnels," exand lifts Tibetans out of poverty
pert Wang Mengshu told the
does not hold up to scrutiny and
newspaper, referring to Evercannot be taken at face value,"
est by its Tibetan name.
ICT president Matteo Mecacci
He said that, due to the chal- Location Of Nepal Showing Mount said in a statement last year.
Everest
lenging Himalayan terrain with

各種內科，皮膚疾患，外傷及急診
各種體檢，血尿化驗
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
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S.Gessner Rd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

悅來海鮮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Briarpark Dr Ranchester Dr

營業時間：
本 中 心 接 受 包 括 Medicare、Medicaid，
周一至周日
Obama Care 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8:30AM-8:30PM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本 中 心 接 受 包 括 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 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無保
險患者特別優惠。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
院檢查處方單，歡迎電話預約。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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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W.Sam Houston Pkwy

由 Michael Yu 博士、王瑋博士、嚴靜茵博士、OB/
GYN doctor 陸方賢博士等多位專科專家開診。開
設項目包括健康體檢（移民，學生）內科全科, 外傷
及急診，婦產科檢查。本中心還開設腎臟病與高血
壓專科門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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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設備齊全先進，技術力量雄厚。擁
有全套的血尿化驗檢查, 心肺功能檢查心電圖及超
聲影像檢查，竭誠為社區提供先進醫療服務，方便
就近治療。

敦煌醫學超聲中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醫生

Now,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se rules are being enforced seems to have been answered. Reuters reports that Hainan Party Secretary Luo
Baoming said that authorities based on Sansha
city have been regularly confronting unauthorized foreign fishing vessels. It’ s apparently quite
a common occurrence: “ There’ s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ing if not every day then at least once
a week,” Luo said.
Luo also stressed that “ the majority [of such incidents] are dealt with by negotiating and persuasion.” “ We negotiate and dissuade as much as
possible,” Luo said, although from his comments
it seems the “ negotiation” is actually an order.
Authorities “ tell them [unauthorized vessels] to
get out, this is our area,” according to Luo. (Courtesy of thediplom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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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 Fiesta 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20 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原教授
★Baylor College of Medical Instructor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Chinese Navy Flotilla Moves To Enforce
Its Claims To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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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ella Guo, D.D.S.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The revision will expand the scope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llies in line with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s push to ease the constraints of Japan's pacifist constitution on the nation's military.
(Courtesy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
Related
China To Foreign Fishing Boats: "Get Out Of
South China Sea"
Hainan’s Party Chief Confirms That Authorities
Are Confronting Foreign Fishing Vesse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ack in November, Hainan Province issued new
maritime regulations, including an article stating
that “ foreigners or foreign fishing ships entering
sea areas administered by Hainan and engaged
in fishery production or fishery resource surveys
should receive approval from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Council.” As many, including
“ Naval Diplomat” James Holmes, pointed out,
this provision would apply to over half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owever, experts wondered if
China would be willing or able to enforce the regulation. M Taylor Fravel, writing for The Diplomat, noted that the new regulations had no information on how the provision would be enforced.
“ The sheer size of the waters nominally under
Hainan’ s administration indicates that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new rules would be a
daunting operational task,” Fravel wrote.

China Considering Tibet-Nepal Railway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聽器

"We urge the U.S. sides to speak and act with
caution, to strictly abide by their promises not to
take a position on the relevant territorial ownership issue, and do more to benefit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not the opposite," she
said.
Carter also welcomed progress toward the first
update in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guidelines si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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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 營業六天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Head and Neck Surgery

碼助

D 限購買數

BEIJING (Reuters) -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ursday to “ act and
speak cautiously” after the U.S. defense chief repeated Washington's opposition to any "coercive
unilateral" actions by China over a group of islets
disputed with Japan.
Visiting Tokyo,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 expressed opposition to any moves by
China to undermine Japan's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uninhabited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00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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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Chinese navy soldiers guard Great Wall218 a Chinese navy submarine at Qingdao
Port on April 22, 2009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he submarine
will attend an international fleet review to
be held on April 23 to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ing.

郭艾詩醫師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713)272-9800

known as the Senkaku in Japan and the Diaoyu
in Chin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that no matter what anyone said
or did, it would not change the facts of China's
sovereignty or its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its territory.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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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 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RICHARD T. HU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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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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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713-795-5343

主治項目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敦煌廣場面 Bellaire 入口）
Phone:281-501-0520
周手術。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劉興坤牙醫博士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XingKun
George Liu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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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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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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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EC 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 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China To U.S.: 'Speak And Act With Caution'
Regarding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Dispute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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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Ruixiang Guo, D.M.D

洪德生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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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CENTRAL DENTAL

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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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Must Do More To Benefit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713 - 796 - 1500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大通銀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大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郭瑞祥醫師

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中英文應診) DR. DAVID S.C. HO, M.D.
腎移植﹐
攝護腺疾病
﹐
腎﹐
輸尿管﹐
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
不育﹒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Beltway8

●全新數碼 X 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電話：
713-77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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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楊臻牙醫博士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 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牙醫全科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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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April 10, 2015| Section B 3***| John T. Robbins, Editor

主治

效果特佳

舒
展
各
關
部
節
肌
和
肉
全
身
按
摩

及

D.D.S.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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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禍及工傷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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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兼任 UTMB 心臟科副教授
•St.Luke 醫院主治醫師

專 治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黃銘河 醫學博士

Ming-He Huang MD, PhD

Gessner

醫師

心臟專科（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8 號公路

劉書德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

C6

Friday, April 10, 2015

健強牙科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車 禍 ﹑工 作 ﹑及 運 動 受 傷
 頭 ﹑頸 ﹑肩 ﹑背 ﹑腰 痛 與 麻 痹
 坐 骨 神 經 痛 ﹑手 腳 麻 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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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s registered with U.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s a 501C6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Business Directory
Hon. Gezahgen Kebede

Pegah Pourasef, J.D.

Val Thompson

John Robbins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3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448-0526
Cell: 832-788-5439
Fax: 832-448-0189
Email: gezahgen@juno.com

President of Operations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3
Houston, TX 77072
Cell: 832-423-5690
Fax: 1-888-887-4189
Email: pegah@graduatemed.com
Website: www.graduatemed.com

Director International Press Club of Texas
News & Review Editor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9
Houston, TX 77071
Cell: 281-898-6029
Email: john@scdaily.com

Paul Rosario

Marie Lee

President & CEO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Inc.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22
Houston, Texas 77072
Direct: 832-448-0537
Cell: 832-526-3335
Fax: 832-626-9528
Email: vthompson@houstontrade.org
Website: www.houstontrade.org

THO Agency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6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448-0526
Email: Prosario56@hotmail.com

President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Inc.
Office: 832-448-0530
Email: marie-lee@sbcglobal.net
Website: www.acahouston.org

James Shu

Robert G. Moll, Esq.

Shu & Associates LLP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31-233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713-772-2400
Cell: 713-562-0606
Fax: 800-887-7059
Email: shu_xj@msn.com

President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29-230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448-0538
Email: info@unahouston.org
Website: unahouston.org

Tom Ren
Global XLR (Globalization Accelerator)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72
Cell: 832-541-5558
Fax: 888-681-3098
Email: Tomren88@gmail.com

Wendell Rogers
Gen. Claire L. Chennault Foundation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230-3831
Cell: 318-801-3353
Email: Wjr56@yahoo.com
Website: www.chennaultfoundation.org

Ed Horn
President
Electronic Medical Resources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35
Houston, TX 77072
Cell: 713-505-5863
Email:ehorn@electronicmedicalresouces.com

Parvez Jamil Khan Swati
Past President
Pakistan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72
Direct: 832-448-0520
Cell: 832-754-1464
Fac: 832-448-0189
Email: pjkhanswati@pccusa.org

Parvez Jamil Khan Swati
Director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Frontier Medical & Dental College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72
Phone: 832-448-0520
Cell: 832-754-1464
Fax: 832-448-0189
Email: pjkhanswati@hotmail.com

Sijollie Braham

A subsidiary of

Carribean Chamber of Commerce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6
Houston, TX 77072
Phone: 832-448-0518
Email: sijollie@carribeanchamber.org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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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YANG DDS
～ 楊雅詩 牙醫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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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Bridges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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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名校對亞裔學生的歧視
學訴訟案
Mr. Blum 親自解析哈佛大學訴訟案

（本報訊）每年大學錄取發榜，不少品學兼優
的亞裔孩子都會接到一封封來自常春藤名校不公正
的拒絕信。亞裔孩子進入美國東部名校的門檻越來
越高，很多出類拔萃的亞裔孩子，有著高 SAT、高
GPA，並有參賽得獎、優異課外活動的資質卻還被
常春藤等名校累累拒絕。面對如此不公，非營利性
組織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代表亞裔學生向大
學錄取過程中的種族歧視政策發起全面挑戰，起訴
哈佛大學和北卡大學多年來在新生錄取時對亞裔的
歧視。這一訴訟的根據是：亞裔在任何一個 SAT
分數段的名校錄取率都是最低的。在同樣的分數下
，錄取率比白人低 67%，比其他族裔更低。過去 20
年，亞裔占本科入學年齡人口比例增加了一半以上
，而且綜合素質大幅提高，但常青藤學校對亞裔學
生的錄取比例徘徊不前。這一切都與《獨立宣言》
所確立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國准則背道而馳，
並涉嫌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以及

1964 年人權法案。
美國社會對這個訴訟案議論紛紛。不久前，哈
佛大學直接應訴，使訴訟進入關鍵的證據發現階段
（Discovery phase），雙方的精英律師團隊即將開
始短兵相接。應休斯敦華裔聯盟邀請，著名平權活
動家 Mr. Edward Blum 將於 4 月 25 日來到休斯敦舉
辦公開講座。Mr. Blum 不僅是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組織中“公平代表”項目的負責人，而且
他曾經成功地把四個訴訟案打到最高法院並贏了其
中三個。第四個案子 Fisher vs. UT 即將重返最高法
院，這個案子不但發生在德州，而且與哈佛訴訟案
密切相關。
哈佛訴訟案的前景到底如何？在實施案例法的
美國，判決結果將如何影響亞裔孩子的前
程？如何結束名校對亞裔入學的長期歧視
？Mr. Blum 將介紹與此訴訟案相關的方方
面面，並為聽眾解答疑問。同時，他的講

台灣影視

C4

星期五

陳仙梅升格當媽後，推掉許 Ryder 出生以來第一次感冒，醫 腳沒鞋，赤腳這麼走進去」，結
多戲約專心帶約 9 個月大的兒子 生早提醒她要戴口罩以免被傳染 果診所的人全轉頭看著她，還可
Ryder，日前 Ryder 因扁桃腺發炎 ，沒想到陳仙梅低估病毒傳染力 以看到他們一路視線往下移，移
、反覆發燒，讓陳仙梅和爸媽很 ，照樣與兒親嘴，最後陳仙梅被 到她沒穿鞋的光腳。
心疼，忙著照顧 Ryder，卻忽略 傳染，媽媽還病得到全身無力軟
感冒的傳染力，最後陳仙梅和爸 趴趴。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

（本報訊）休士頓房屋
市場經過二月份的下跌之後
，三月份又重拾升勢，也讓
購房的消費者利用這個機會
購買新上市的售房。
根據休士頓地產協會報
告,本月獨立屋銷售和去年
同期相比上升 3.8%，主要集
中在價格 25 萬元至 50 萬元
的房屋。三月份獨立屋共售
出 6232，去年同期的數量為
6005，購房需求消化了最新
出現的 7.3%增長的新上市的
房屋數量，使當地房屋庫存
仍居低位。
根 據 過 去 12 個 月 的 房
屋銷售，新增庫存僅能支持 2.8 個月的供給，而目前全美庫存量
水平為 4.6 個月。
與此同時，三月份的房價創下新高，獨立屋房價上升 6.5%
，達到 27.68 萬元，房屋中價位平均為 20.8 萬元。
三月份，所有類型房屋共售出 7564，比去年同期升 6.5%，

電影《五月一號》
桎 悶 的 高 中 校 園 ， 17 歲
的林克銘和王蕾因為一場英文
演講比賽而拉近了距離，懵懂
的情感才剛萌芽就在年輕的羞
澀與突來的事件中錯過而結束
，沒想到 20 多年後，因為王

是陳宏一 「台北三部曲
」之一。
「相愛的七種設計
」曾獲得文化部的國片
輔導金，並且入選台北
電影獎與香港亞洲電影
節，以及贏得金馬獎最
佳新演員以及最佳視覺
效果提名，這次參加休
士頓國際影展，製片魏
瑛娟也將出席，並參加
映後座談。
「相愛的七種設計
」以台灣設計業為故事
背景，透過 7 名不同的
角色，以多種觀點描述
台北一家設計公司內的
辦公室政治，片中看似和諧的 事業與情感的各種心計，也呈
人際互動，其實隱藏著眾人對 現出台北 「瘋設計」的荒謬。

蕾 17 歲女兒(白白)，令他們的
人生再度交錯。
45 歲 的 林 克 銘 ， 突 然 收
到了王蕾的信，這回信晚了
20 多年，卻讓他憶起那段青
春，回憶洶湧而來，他不由自
主的想找出懸在心頭的答案。

張晨光《
張晨光
《願望
願望》
》哭戲催淚 網友揪心
金鐘影帝張晨光製作的中視金鐘劇《願望清單》，
前晚首播後網友討論熱烈，由於製作精良、畫面優美，
探討愛的議題多面向，網友希望拍成電影，也稱它是洋
蔥劇，感人很好哭，張晨光３場哭戲，網友誇演技好神
，他４日說： 「給我繼續做戲的信心，證明做好戲一定
會被觀眾看見。」
台灣網友在 Ptt 留言版不斷推文，大陸鄉民
也同步收看，劇中，林煒和張鳳書是夫妻，林
煒後來轉愛張晨光，有場 「兩張」爭執戲，張
晨光台詞是 「我有的，妳都沒有」，傳達同志
的自傲感，網友讚經典： 「這個小三很厲害。
」
劇中林煒去世，張晨光在醫院崩潰，導演
李鼎說，拍攝時剛好快放飯，張顧慮大家餓，
堅持工作人員趁熱先吃便當，他 Hold 了１個半
小時的情緒，拍攝時哭了半小時，只播出 90 秒
，另一場在山洞的戲又哭得狂放，最後一
場則又哭又笑，展現影帝功力。該劇中天
娛樂台 18 日晚上 11 點重播。

總銷售額提高 9%，達 19 億美元。
休士頓地產協會主席 NANCY FURST 表示”經過二月份的
下跌，三月份又亮麗報收，但為了休士頓地產的長期發展，我
們樂見庫存水平有所提高，預期將有 5 至 6 個月的庫存，達到供
需平衡。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 險
◇ 課堂學習：國語授課，中英文對照課本及考試。
上課時間：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8:30AM-3:00PM
上課地點：5855 Sovereign, Unit D 科技廣場（原中華文化中心)
◇ 18-24 歲：6 小時駕駛學習許可(Permit Class)Certificate Issued Same Day
Wed or Fri：10:00AM-4:00PM Sat：8:00AM-2:00PM 需報名
◇ Teen Driving：每月開新班，需報名
◇ 陪伴出庭：協辦定購駕駛記錄; 和聯絡法庭，所有服務酌情收費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四月天》要角重聚
奶茶就差妳了

(832) 878-8988 (O)

瀚崴 學校
文理
才藝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2317 Settlers Way Blvd.
www.famewellschool.com
Sugar Land 77478

連續榮獲 2009~
2011 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 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Alief 國際風箏節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 20 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 57,000 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8/25 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 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
吉他﹑
(中)小提琴﹑
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 MS VANESSA 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 歲~G8)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 歲~5 歲)

繪畫基礎﹑
中級﹑
高級班(3 歲~14 歲)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由 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滾翻轉身﹑
蹬腿出發﹑
自由泳﹑
仰泳﹑
蛙泳﹑
蝶泳全年訓練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划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 70 位﹒

由 Montessori 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沈敏生舞蹈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4 月 11 日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 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藍球&乒乓球 1 on 1 或 5~12 歲
加強﹑TAKS﹑IOWA 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 歲~14 歲)

上午 10:00 - 下午 2 點

【特設 2 歲~4 歲幼兒中文班】
【西班牙文班】
【電腦班】
【瀚

【歌唱技巧班】
【音樂律動班】
【初/中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
段西洋棋】
遠程旅遊﹒

免費風箏

光外，陳仙梅還要向醫生解釋為

，陳仙梅昨天第三度帶 Ryder 看 診所前抱頭尖叫猶豫許久，陳仙 也不是靠外型或靠形象在走跳演
醫生，她在臉書無奈透露，這回 梅最後硬著頭皮進去， 「你就看 藝圈，有實力不怕啦」。
爸 媽 和 她 都 被 傳 染 ， 由 於 這 是 我這公眾人物一隻腳有鞋、一隻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服 務 僑 社 近 二 十 年

邵老師 (281) 313-2965

除了接受診所病患的異樣眼

媽也全被傳染 3 大 1 小病懨懨。
不過正當陳仙梅要走進診所 何她沒穿鞋，最後她只好自我安
無奈兒子還是流鼻涕和咳嗽 前，她的右腳鞋子居然壞了，在 慰： 「隨便啦...反正我一直以來

休士頓影展 台影片參展

休士頓房屋市場三月份重拾升勢

C5

Friday, April 10, 2015

兒生病傳染全家 陳仙梅囧成光腳媽

座也將極大地提高聽眾對美國司法體制的認識。歡
迎您屆時參加，請提前報名以免錯失難得的機會。
主辦：休斯敦華裔聯盟 Houston Chinese Alliance
時間：4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10 - 12 點
地點：休斯敦華美銀行二樓社區活動中心（王
朝商場二樓）
地 址 ： 96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報名方法：請填寫以下表格取得與會資格 http:
//goo.gl/forms/2dIS14Hsre
聯 系 人 ： 解 先 生 832-380-4943； 蔣 先 生
979-703-9122

（綜合報導）際影展即將
揭幕，今年有多部台灣影片參
展，包括劇情長片 「相愛的七
種設計」與短片 「少男的祈禱
」、 「春風」與紀錄片 「進擊
的煉乳」、 「大地的孩子─小
石虎返家之路」等。
休士頓國際影展創立於
1961 年，僅次於舊金山與紐約
，是全美歷史第 3 悠久的獨立
影展，知名導演李安以及史蒂
芬史匹柏早期作品都曾在休士
頓國際影展中獲獎。
入圍此次影展的 「相愛的
七種設計」是台灣導演陳宏一
的作品，陳宏一過去的 「花吃
了那女孩」以及 「消失打看」
都圍繞著台北， 「相愛的七種
設計」也不例外，因此被視為

2015 年 4 月 10 日

Alief 自然中心

Beechnut & Dairy Ashford

4/11（星期六）

前 250 名

無論年齡，風箏形狀和大小, 均可報名
第一，第二和第三名將被授予獎杯
Facebook.com/ International District
有娛樂項目, 食品和飲料銷售。

帶來您的風箏,, 贏大獎！
帶來您的風箏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 Natali Hurtado
at NHurtado@IMDHouston.org

新世紀學院

OPEN HOUSE

11:00AM - 12:00PM

2015 暑期班招生

現場報名方式：最大的風箏：上午 10:00 最小的風箏：上午 11:00 最獨特的風箏：12:00（中午）
飛得最高的風箏：下午 1:00 五顏六色的風箏：下午 2 點 00 分

6/15 - 8/7（每週一至五上課）(報名截止日 6/12)
第一期6/15-7/10，第二期7/13-8/7

SAT / ACT / PSAT / Duke TIP

英文數學老師分開授課

電話垂詢﹕
電話垂詢
﹕713
713--777
777--1688

請上網查閱課程內容及師資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上課地點:

招生對象：2-12 年級

GT Learning Academy

課程獨家設計
特邀優質教師

英文：2 - 6 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7 - 12 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英文文學
(AP English Literature), Advanced Reading &
Vocabulary, Advanced Writing & Grammar
數學：2-6 年級數學, 數學應用問題, 奧林匹克數學,
初, 高中年級：Pre-Algebra, Algebra I,
Algebra I, Contest Math, Geometry,
Pr-Calculus, Calculus, Statistic
科學：GT Challeng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Pre-AP & AP Classes
其他：Spanish, 全新中文, 演講及談判技巧, 領導才能, 科學研究設計,
世界歷史＆德州歷史, 大學申請輔導, 機器人設計，電腦&Java 程序設計，
英文書寫和打字，國際象棋及各種才藝，少林功夫，乒乓球，交遊活動

全方位
文體
打造一 活動
流夏令
營

名符其實高品質教育，集休城一流教師於一校，

來智勝 一 流 教 學 環 境 ， 培 養 一 流 學 生 進 一 流 大 學 。

KIPP,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77063

辦公室:

周迅工作室微博昨天(30 日)傍晚放上了
一張，昔日主演電視劇《人間四月天》的要
角黃磊、周迅與伊能靜的合影，並標註另一
個未現身的主角劉若英，引發許多戲迷關注
。在《人間四月天》播出 16 年後，三位主
角再度齊聚，不僅網友們看了直呼 「好懷念
」，連伊能靜都轉發微博，向當年飾演黃磊
元配的劉若英喊話： 「16 年了…呼喊幼儀」
。
黃磊、周迅、伊能靜與劉若英，當年在
電視劇《人間四月天》，詮釋徐志摩、林徽
音、陸小曼與張幼儀，在兩岸引發高度討論
與高收視，這齣戲也在當時成為經典。時隔
16 年，黃磊、周迅、伊能靜再度齊聚合影，
引發網友們集體 「憶當年」，大讚主角們
「這麼多年了，三位主角都沒太大變化」，
而最近正忙著育兒而缺席的劉若英，也在微
博以 「念念不忘」四字，表達對無法參與聚
會的遺憾。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77036

2015 夏令營開始招生了！
現已開放註冊！

• 夏令營時間：6 月 8 日--8 月 21 日 十一周
• 報名截止日期：5/31/2015

• 每周的課程安排：
1. 小學部：
時間
7:30-9:00am
9:00-9:50
10:00-10:50
11:00-11:50
12:00-1:30pm
1:40-2:40
2:50-4:00
4:00-4:30
4:30-5:30
5:30-7:00

課程安排 A
課程安排 B
Before Camp Care
Before Camp Care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英文，數學
英文, 數學
Lunch & Break
Lunch & Break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Snack time
Snack time
Craft activities
乒乓球
After Camp Care
After Camp Care

TEL:

281-947-2410, 281-201-2803
（糖城大華超市旁）

校 址：3410-A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網 址：gtlearningacademy.com
Email: gtlearningacademy@gmail.com

2. 中學部:
7:30-9:00
9:00-10:30
10:30-12:00
12:00-1:00
1:00-2:00
2:00-4:30

4:30-6:00
6:00-7:00

Before Camp Care
ELA
Geometry
Algebra 1
Biology
Lunch
Games/Activities(Board Games,Chess,Sports)
Enrichment Classes
(Creative writing, art, summer reading,
dancing, music, drawing, etc.)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After Camp Care

3. 高中部:
9:00-10:30
Geometry
10:30-12:00
Algebra 1
12:00-1:00
1:00-2:30
Algebra 11
2:30-4:00
Chem1/Chem11

ACT
AMC10,12
Biology
SAT/PSAT
Lunch
Pre-Cal
AP-Biology
Physics1/ Physics11
Calculus

漢學熏陶 國學文化賞析 加強英文閱讀及寫作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