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616 BB11廣告天地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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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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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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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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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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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Ann:832-367-1124(蔡)Tam:832-713-5111(談)

協助低收入人士申請政府輔助。

福達旅行社福達旅行社 (713) 773-1243
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Package Tour.→→→→→→→→→→→→→→→→→→→→→→→→→→→→→→→→→→→→→→→→→→→→→→→→→→→→→→→→→→→→→→←←←←←←←←←←←←←←←←←←←←←←←←←←←←←←←←←←←←←←←←←←←←←←←←←←←←←←←←←←←←←←休士頓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美東5～8天豪華遊
˙美西4～12天精華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7天6夜（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6天/7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加拿大東部5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超值雲南風情遊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4～9天遊（四人一房）
˙日本關東風情6日遊
˙日本關西風情7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8天
˙夏威夷 4~7天遊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天經典之旅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4～7天遊輪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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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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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代辦中國十年簽證﹐中國境內特價團﹒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秋天回中國探親團
只需 $699/人

可自由選擇回程日期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75起、美加東 $303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起、歐洲、中國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aaplusvacation.com
Tel:713-981-8868

中國特價遊$49 起 江南，黃山，千島湖，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IATAN & ARC認證旅行社

（機票+7天江南團費）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
Tel：832-643-3518 Annie Jiang

簽證 中國探親、旅遊、商務十年多次簽證
（服務費僅$30元)

機票 各大航空公司機票預訂(UA/AA/CA/BR)
（國航直飛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680起）

旅遊 北京、上海江南黃山千島湖、張家界、九寨溝、
雲南、西安、桂林、臺灣、日本、韓國...回國順道遊

（國際機票+江南遊$299起，含稅）
美加東、美西、黃石公園、加拿大洛磯山脈、

歐洲、夏威夷、邁阿密等（$175起，買二送一或送二）

7001 Corporat Dr.#212(美南銀行後面) Houston TX 77036
Email: CAJtravel@yahoo.com 十年專業經驗,誠信可靠

休士頓



www.wontonfood.com

紐約總公司： 220-222 Moore Street, Brooklyn, NY 11206

Tel: (718) 628-6868, (800) 776-8889

田納西分公司：1045 Firestone Pkway, La Vergne, TN 37086

Tel: (615) 501-8898

侯斯頓分公司：2902 Caro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4

Tel: (832) 366-1280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

金碗金碗金碗 產品真好味產品真好味 雲吞雲吞雲吞 食品遍全美食品遍全美

請電話 : 832-301-3851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原敦煌超市內

以走地雞為原料
炸子雞，豉油雞 $6.99/只

七天營業
時間10:30am-10:30pm

將將烹烹飪飪至至出出神神
入入

化化

菜園雞菜園雞
外賣快餐：兩葷1素$3.99

雞湯粉： $5.99

手工雞湯麵： $6.99

金針雲耳蒸雞： $7.99

原只椰子燉竹雞： $7.99

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
正宗越南海鮮烏龍麵

11210 Bellaire Blvd.
Suite 133, Houston,

Texas 77072
Phone: 832-770-4681
Fax: 832-770-4486

各式正宗越南烏龍麵各式正宗越南烏龍麵，，河粉河粉，，煎糕煎糕。。

最新推出﹕
黃油走地雞項 $12.99
怡保芽菜白切雞飯 $4.99
椰汁咖喱雞飯 $6.99

周日至周四：11AM-9:30PM
周五至周六：11AM-10PM

電話：（832）831-3038

川菜系列，各式小吃，特色炒菜，麵，各類砂鍋，米線

Sichuan Noodles

麵麵聚道
地址：敦煌廣場 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

新增特色新菜：
重慶小麵
毛血旺
極品紅燒肉（砂鍋）
小炒田雞

蒜泥白肉
夫妻肺片
鮮椒魚片
面面聚道
涼拌燈影絲
怪味雞

香鍋牛柳
青花椒水煮魚
香辣鍋巴蝦
燴涼粉
血旺燒大腸
冷鍋牛柳（冷鍋系列）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各大超市均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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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22 BB1515廣告天地廣告天地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美國休士頓香港海味城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9968號100-120舖
9968 Bellaire Blvd. #100-12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2889 Fax:713-772-2890

香港美心月餅香港美心月餅
榮華月餅榮華月餅
生計月餅生計月餅

美心冰皮月餅美心冰皮月餅
七星七星伴伴月月
仲夏水果仲夏水果
幻彩粒粒幻彩粒粒
冰皮脆脆冰皮脆脆
榴蓮飄香榴蓮飄香
芒果熱情芒果熱情

中秋節大促銷

專營專營專營﹕﹕﹕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紅酒紅酒紅酒
茗茶茗茶茗茶﹑﹑﹑南北乾貨南北乾貨南北乾貨﹑﹑﹑純正藥材純正藥材純正藥材﹑﹑﹑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健康食品﹒﹒﹒

江瑤柱 $59.99/磅
小元貝 $100.00/3磅
響螺片 $15.99/包
花膠粒 $39.99/磅
靚蝦乾 $29.99/磅

泰國蝦米 $19.99/磅
光面厚菇 $24.99 買一送一
原色雪耳 $8.99 買一送一
寧夏杞子 $13.99 買一送一
紅螺肉 $79.99 買一送一

(酒﹐米﹐批發﹑特價貨品除外)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御盞皇白燕盞御盞皇白燕盞
11OZOZ $$249249..9999
66OZOZ $$13881388..0000
88OZOZ $$21882188..0000

現已上市現已上市

$$$292929...999999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純正白蓮蓉純正白蓮蓉
純紅豆果仁純紅豆果仁
純冬翅月餅純冬翅月餅



BB1414 BB33廣告天地 達拉斯僑社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 費 高 清 頻 道免 費 高 清 頻 道
●● 免 費 數 位 頻 道免 費 數 位 頻 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555555...555頻道頻道頻道

擁有最強大的擁有最強大的擁有最強大的
娛樂節目娛樂節目娛樂節目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難覓的湖景房，幾乎所有的房間都可以

享受美麗的湖景。可以建私人遊船碼頭。是

休斯頓坐落在住宅小區 (subdivision)內的最

大湖之一。位於交通便利的福遍區（Fort

Bend County），20 分鐘左右車程可到中國

城，休斯頓市中心, 美國最大的醫療中心 城。

高速公路 6號，59 號，90號出入方便。主臥

室在1樓。樓上有3個房間，2個衛生間和遊

戲娛樂地方。

聯系人：孫黎
手机：832-273-2981

E-mail：sunli.whitcomb@gmail.com

湖景房湖景房
原價原價：：$$425425，，000000

38003800 sqftsqft
44 房房 33..55衛衛 22車庫車庫

建於建於20012001年年
2811 Plantation Lakes Dr, Missouri City, TX 77459.

Keller William Realty
1650 Hwy 6, Suite 350,
Sugar Land，TX 77478

賣家急需用錢賣家急需用錢，，忍痛割愛忍痛割愛，，
湖邊房大甩賣湖邊房大甩賣，，

價格降到價格降到3939萬萬88千千

MARK VI APTS
六福公寓

5606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81
Tel :(713)667-8276
Fax:(713)661-2609

已有百餘戶華人同胞居住

˙進出有鐵門
˙固定有蓬車位
˙搖控電動門

近醫療中心及中國城
門口巴士直通市中心
近59高速和610 Loop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9:00AM-6:00PM
週六 9:00AM-1:00PM
週日

華人經理 通國、台、粵、英語ANDY

百利高中百利高中
Pin OakPin Oak 初中初中
PershingPershing 初中初中
ConditCondit 小學小學

單位有限 敬請從速
安全 安靜 干淨

邵老師 (281) 313-2965 (832) 878-8988 (O)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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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僑社服務僑社近二近二十年十年

政 府 註 冊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降 低 車 輛 保 險險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電話電話：：832832--758758--68786878
地址地址：：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11111室室

張琪鋼琴教室招生
美國鋼琴教師協會會員，

專業鋼琴教學，
全美鋼琴考級百分百通過率，

免費試課一次。

Tel: (713)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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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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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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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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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
本地共有十六個不同地區的公寓
就在華人中心半哩內有三個公寓

華人服務合心意華人服務合心意
安全居住兩相宜安全居住兩相宜

電子監控與巡邏電子監控與巡邏
交通辦事很容易交通辦事很容易

電 話：
713-772-6247

281- 923-5355

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王麗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王麗王麗純純 舞蹈學院
有
簡
章
備
索
，
歡
迎
來
電
洽

教授：國際標準舞(社交舞)、拉丁舞
經歷：有二十多年教學經驗， 並獲多項獎狀、證書
特色：按程度分班、採小班制教學，大專學生班
班次：成人班﹑青少年班﹑個別班﹑速成班
時間： 週五：17:00-18:30(拉丁舞班)養身學院

週六：13:00-14:30(國標舞)養身學院
16:30-17:30(形體健美舞)僑教中心

週日：10:30-12:00(青少年班)僑教中心
13:30-15:00(成人班)僑教中心

QS150905B達福社區

北德州台商會成立至今已二十一載，除了舉辦
商務活動，講座及會員交流活動外也積極參與僑社
活動。近日贊助8月22日在InterContinental Hotel舉
行的"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餐會"，當天的紀念儀式
頒授勛章予抗戰英雄及家屬代表等，非常有意義。

八月二十三日北德州台商會二十餘人參加歡
迎陳士魁委員長的歡迎晚宴活動。會長廖于萍，名
譽會長林郁芳及理事蕭如華特別趕至達福機場接
機。下午四點陳委員長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黃敏境，副處長齊永强，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于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舉辦全僑座談，亦有許
多理事積極參與。陳委員長非常具有親和力，並誠
懇，耐心的一一答覆僑民的問題，座談會圓滿結束
後，轉至美心大酒樓進行歡迎晚宴，北德州台商會
特別準備了一條德州毛毯贈與陳委員長，全體理事
並與陳委員長合照留念，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當晚參加晚宴者包括會長廖于萍（僑務促進委員），
名譽會長李俊明，陳文燦（僑務諮詢委員）夫婦，張
揚夫，張成業，林郁芳（僑務諮詢委員），副會長王英
仁，盧英蘭，理事孫禮超夫婦，劉志强，平栗容，林麗
麗，青商組Perry等。

感謝中華民國僑委會為海外僑民的多元服務

及經常舉辦各種研習訓練班，使得來自台灣的老僑
及新僑都受益無窮。

達福地區的商界朋友們，台商會竭誠迎您來加
入我們的行列，成為我們商會的理事或會員，讓我
們一起來為「明天會更好打拼」。有興趣者，請聯絡
會 長：廖 于 萍 469-231-5553 副 會 長：王 英 仁
214-636-4848 楊 惠 清 469-877-0046 盧 英 蘭
469-688-3218 秘書長：李震臺 972-365-5881

北 德 州 臺 商 會 為 註 冊 的 非 營 利 免 稅 組 織
TX75-2672313。(北德州台商會供稿)

北德州歌林郡台商會參與紀念中華民國抗戰
勝利70週年餐會及歡迎陳士魁委員長晚宴

【本報系達拉斯訊】廣東會館籌備會多
次會商下，日前宣告正式成立，
正名為「北德州廣東會館」，經籌備會一致通
過蘇張錦娥當首任會長，副會長莫錦强，副
會長鄭查理，財務長李盈香，永遠榮譽顧問
李慶民，榮譽顧問余宣震。
顧問團成員:莫志堅會計師，蘇振輝，張麗珠
會計師，李佩婷，吳家盛，朱威健律師，李中
原律師。

會長蘇張錦娥表示，該會將擴大聯繫本
地區各階層粵藉同鄉，歡迎大家參與協力壯

大本會影響力及社區服務，同鄉可借本會平
臺互相交流商業及生活資訊。同時將與北美
州及世界各地廣東同鄉會建立溝通管道，加
强日後合作與支援。

會址由蘇會長提供，位於2132EBeltlin-
eRd。，Richardson，Tx75081。

預估會員大會將在本年十一月間舉行。
歡迎北德州地區粵籍或會說粵語同鄉

加入。聯絡會長蘇張錦娥 214-497-4668 或
電郵莫錦强mokjerry@gmail.com。

北德州廣東會館己成立
蘇張錦娥當選首任會長

【本報系達拉斯訊】駐休士頓辦事處訂
於104年9月12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在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Dallas Chinese Com-
munity Center”(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居住達福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
赴臺灣簽證、以及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
請攜帶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
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

件，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
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
自本處網站 http://www.roc-taiwan.org/US/
HOU/mp.asp?mp=36 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
載，或電話1-713-626-7445詢問。另關於服
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或
電話: 972-480-0311協助。

【本報系達拉斯訊】每年度的北德州社區基
金會捐贈日將於下週四，九月十七日舉行從上
午六時至午夜十二時的十八個小時內，任何人
都可上網捐款給自己指定的慈善機構。華人活
動中心邀請大家上網址:
網 址:www.northtexasgivingday.org/#npo/dal-

las-chinese-community-center請捐給活
動中心。

這是華人活動中心第二年參加這項
活動，去年在一天內中心收到一萬七千元的捐
款，今年中心把目標提高至兩萬元，這捐款是由
中外人士的肯定和支持。因有這項額外的贊助
中心才能擴張為社區服務。

華人活動中心是501(c)3的非營利、非政治、
非宗教的慈善機構，由一熱心的華人在1984

年組成，至今已有三十年的歷史，全靠眾人
的慷慨捐贈，方能延續成長至今。服務項目逐年
增加，中文圖書館英文班電腦班書畫班新設立
旳駕照補習班青少年夏令營各種舞蹈班太極拳
班又舉辦義診書畫觀摩展新資訊的座談會新年
團拜美食節卡拉ok 才藝比賽等多項目的活動
目的就在傳承中華文化幫助華人融入美國社會
達到多元化社會的理想。

九月十七日在北德州社區基金會的網上捐
款給華人活動中心，從25元開始，北德州基金會

將再頒贈相對基金所以中心會收到的金額大於
大家的捐款這力量是很大的眾志成城請把您今
年給中心的捐款都集中在當天，以達到兩萬元
的 目 標，
華人活動
中心全體
理事感謝
您的贊助
與支持。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將於104年 9月 12日赴德州
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九月十七日北德社區基金會捐贈日
請捐華人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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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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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綜合經濟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平
價

信 用 卡 機
點 餐 系 統

Flat Rate Merchant services

TEL:(832)779-6300謝佳哲(Chia)

*單一費率信用卡服務(Flat Rate)
*低價點餐系統，零售系統軟硬體安裝
*監視器，音響系統架設(一條龍服務)
*無合約，無外加費用，無租金

*AMEX 1.85%起
*網站及手機刷卡服務
*上網點餐功能，Loyalty&Gift Card
*LCD菜單設計 *專修營業用電腦

*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給你
現有的帳單再低價，
我們會給你
現金$250

一年內印尼盾對美元匯率跌幅近20%
綜合報導 印尼央行日前宣佈，印尼盾對美元匯率當日一度跌破

14067，達到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最低值。此前，印尼總統佐

科還召集國內頂尖經濟金融人士開會商議對策，為走出經濟持續下

行困局，“一定解決好經濟難題”允諾言猶在耳，印尼盾匯率應聲

而落。

過去一年，印尼盾對美元匯率跌幅近20%，正不斷逼向16000這

一印尼政府的“心理底線”。就在印尼央行發佈上述消息當天，印

尼銀行業危機監管中心發佈報告認為，本幣持續貶值將加大銀行業

和保險業破產風險。該中心執行主任阿赫馬德· 達路裏指出，一系列

壓力測試顯示，若匯率跌破15000，馬上就會有一家國內知名保險公

司破產，印尼股市將縮水兩成。

印尼盾貶值的速度的確讓該國金融圈措手不及。印尼國際銀行

金融總監西拉嘉瓦希· 納達宋表示，“多數銀行在此前一輪匯率風險

壓力測試中，將14000預設為最糟糕的情況，現在來看，當初就該把

預期值定為16000”。亞洲中央銀行執行總裁加嘉· 塞迪亞特馬加認

為，本幣加速貶值之際應儘快削減美元債務規模，“要不我們的資

產負債表又得像1998年危機那樣債臺高築了”。

印尼國內不少人士將責任歸咎於糟糕的外部經濟環境。有輿論

認為：美元持續走強與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印尼政府關

於“本幣維穩”的一系列舉措“收效甚微”。印尼金融服務總局近

日向銀行業發出預警：國際市場不確定性導致國內時局艱難。該局

銀行業監管負責人尼爾森· 坦布博隆在國會聽證時表示，外部經濟壓

力是“資本逃離印尼的罪魁禍首”。印尼央行行長阿古斯· 馬托瓦多

喬則認為，國際市場嚴重低估了印尼盾幣值。“這種低估已經過了

頭，我們已經難以承受，我們要求出口商儘快拋售美元”！

不過，阿古斯· 馬托瓦多喬的另一句話更值得玩味，“保持本幣

穩定要有全球思維”。他坦承，“如果全球各大經濟體同時拋售美元

資產會讓情況更糟”。聯想到今年早些時候，印尼在東盟成員國中率

先明令禁止“國內交易使用美元”的舉措，這是不是暗示“只要我們

下手更快就成”呢？對此，《雅加達郵報》曾發表社論指出，匯率持

續走低不僅僅是因為市場對印尼盾的需求下降，更是因為市場對佐科

政府政策的連續性和預算執行的有效性產生了消極預期，“別看內閣

已改組，市場仍未看到經濟治理方面有任何實質性的改進”。

客觀來看，印尼經濟基本面表現不佳才是印尼盾連續走低的根

本原因。作為一個嚴重的內向型經濟國家，內需不振、大宗商品價

格走低、公共支出投入不到位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印尼今年前兩個

季度經濟增速持續下行並創下6年來新低，其國內不少知名上市公司

業績下滑幅度均超兩成。為此，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

洲開發銀行等連續下調了印尼2015年經濟增速預期。對急於穩定本

幣幣值的印尼政府來說，“練好內功”恐怕才是當務之急。

歐洲央行加碼量化
寬鬆政策壓力驟增寬鬆政策壓力驟增

綜合報導 歐洲央行召開貨幣政策會議，並宣

佈利率決定。分析預計此次會議歐洲央行暫時不會

擴大寬鬆政策規模，但是在全球市場持續動蕩、歐

元區通脹回升目標達成遇阻的背景下，歐洲央行加

碼量化寬鬆政策（QE）的壓力正在不斷增加。

上周對於全球股市來說都是大幅波動的一週。

由於擔憂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等因素的影響，全球股

市均出現大幅下滑。隨後美聯儲官員表示，金融市

場的大幅波動使美聯儲9月啟動加息的可能性減

小，金融市場普遍出現一定程度反彈。

但是分析認為，目前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程

度，恐怕還不足以令歐洲央行立即採取行動加碼寬

鬆政策。歐洲央行才剛剛表示，今年早些時候開始

推行的資產購買計劃，即QE措施，已經開始顯現

出一些成效，因此歐洲央行不會急於改變現有的

QE政策。現在也沒有任何跡象支援歐洲央行逐步

結束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即提高2014年9月開始

就維持在歷史低位的超低利率。

歐洲央行上周公佈的數據顯示，在經歷了長期

的萎縮之後，私營商業和家庭領域的貸款規模增長

開始加速，7月出現同比1%的增長，高於6月0.6%

的漲幅；歐元區整體的貨幣供應 7 月同比增長

5.3%，高於6月 4.9%的漲幅。這顯示出歐洲央行

QE計劃在增加信貸供應和刺激信貸增長方面取得

成效。

今年3月，歐洲央行啟動了總規模約為1萬億

歐元的量化寬鬆措施，在至少為期一年半的時間裏

每月購買600億歐元的債券，以增加市場流動性，

幫助提振經濟。

但是如果歐元區達成通脹回升目標的阻力不斷

增加，歐洲央行加碼寬鬆政策的壓力也將隨之上升。

歐盟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8月歐元區按年率計算

的通貨膨脹率為0.2%，漲幅連續三個月保持不變，

遠低於歐洲央行2%的目標。歐洲央行預計，直到

2017年，歐元區通脹率才會緩慢回升至約1.8%的水

準。歐洲央行將更新通脹預期，外界預計歐洲央行

可能會小幅下調對於2017年的通脹預期。

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彼得· 普萊特上周表示，

目前無法實現通脹率回升目標的風險正在增加，並

暗示在必要時可能加碼QE措施，方式包括延長期

限和增加規模等。他還表示，歐洲央行會密切關注

金融市場動蕩帶來的風險。

近期金融市場的動蕩還增加了歐元作為避險資

產的吸引力，引起歐元出現一定幅度的升值。如果

這種趨勢持續，也可能增加通脹率下行風險。一些

分析認為，歐元升值如果為通脹率回升帶來壓力，

可能會為歐洲央行提供延長QE計劃的理由，QE計

劃的結束時間可能會晚于原定的2016年9月。

即使金融市場的大幅度動蕩不會持續，歐洲央

行也具有其他延長QE的理由。近期本已維持在低

位的國際油價再次大幅下滑，這顯示出歐洲央行可

能不得不再次下調通脹預期。歐洲央行還需要一段

時間來觀察低油價對於總體通脹水準的影響，以及

核心通脹率的變化趨勢。一些分析預計，歐元區通

脹率在2016年之前都難以突破1%，之後可能緩慢

回升，因此QE計劃延長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凱投宏觀分析師詹妮弗· 麥基翁認為，歐元升

值將會令歐洲央行維持或者增加政策支援的壓力增

加。麥基翁稱，歐洲央行表示中國市場的影響尚不

明顯，因此不太可能在宣佈政策變化措施。但是油

價下跌和歐元走強增加了通縮風險，歐洲央行行長

德拉吉可能會強調未來將採取進一步措施支援經濟，

還可能會列舉或將採取的措施。

對於新興經濟體需求減少對歐洲經濟的影響究竟

有多大，一些分析認為，現在要想進行判斷還為時過

早。即使新興市場會帶來一定的衝擊，目前歐元區內

部的經濟基礎也要好于過去幾年，因此對於外部衝擊

來說具有足夠的彈性進行應對，不會受到嚴重影響。

9月第一個交易日

人民幣兌美元大漲141個基點

綜合報導 今年是澳大利亞的旅遊業

自2000年雪梨奧運會以來最旺的一年，國

際遊客每天在澳大利亞消費9100萬元，其

中，中國遊客每天在澳大利亞消費1900萬

澳元(1澳元約等於4.5元人民幣)。

據知，中國遊客佔國際遊客消費額

的五分之一，相當於每年為澳洲帶來70

億澳元的經濟利益。

澳大利亞聯邦旅遊和貿易部長羅伯

說，最新的國際遊客調查顯示，國際遊

客的總支出增長了10%，達到334億澳

元，相比上年增加了32億澳元。

羅伯說，這一最新公佈的數字再次

表明，旅遊業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經濟的

一大支柱。如果我們繼續利用我們“乾

淨、綠色、安全”的品牌，鞏固我們作

為亞洲長途旅遊目的地第一名的地位，

旅遊業便可以成為我們在這個十年中增

長最快的行業。

數據表明，來自中國的遊客人數增

長最快，今年來澳旅遊的中國遊客人數

與去年相比較增加了22%，達到86.4萬

人次。他們在澳消費也猛增32%。

羅伯說：“現在中國佔國際遊客消

費額的五分之一，很明顯，中國對於我

國旅遊業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雪梨科技大學旅遊研究院愛德華表

示，現在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遊客出國

旅行，他們希望與澳洲人接觸，希望和

人在酒吧裏握手，他們想要體驗澳洲人

的生活。愛德華博士說：“他們追尋的

與我們自己在旅遊時追尋的並沒有什麼

不同。”

數據也表明，美國遊客增長了9%至

54.4 萬人次，紐西蘭遊客增長了 3%至

120萬人次。

綜合報導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

在9月的第一個交易日大漲141個基

點。根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數

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

6.3752。而在最近三個交易日內，人

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已經累計上調333

個基點。而在離岸市場，受到央行將

對開展代客遠期售匯業務的商業銀行

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傳聞影響，人民

幣對美元匯率也一度大漲超過300個

基點。

網上流傳的一紙央行特急文件引

發市場高度關注。這份名為《關於加

強遠期售匯宏觀審慎管理的通知》

稱，為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防範

宏觀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機構穩健經

營，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對開展代客

遠期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收取外匯風

險準備金。網傳文件顯示，從2015年

10月15日起，開展代客遠期售匯業務

的金融機構（含財務公司）應交存外

匯風險準備金，準備金率暫定為

20%。金融機構在中國人民銀行的外

匯風險準備金凍結期為1年，外匯風

險準備金率暫定為零。

《經濟參考報》記者當日就此文

件的真實性向央行求證，截至記者發

稿未獲證實。不過，該消息在市場快

速發酵，並引發外匯市場發生異動。

路透數據顯示，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

大漲，與在岸市場價差與在近10個交

易日後首度縮窄至500個基點之內。

8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

機制市場化改革之後，人民幣貶值預

期有所升溫。招商銀行同業金融總部

劉東亮分析稱，即期、遠期客盤購匯

量大增，遠期美元升水居高不下，此

舉將大大增加銀行遠期售匯的成本，

將迫使銀行主動縮減遠期掉期業務，

同時轉嫁到對客遠期報價，相應增加

客戶遠期購匯的成本和難度，意在壓

縮遠期的恐慌性和投機性買盤，從而

打壓人民幣貶值預期。國家行政學院

決策諮詢部副主任陳炳才也表示，此

政策有利於穩定人民幣遠期匯率，促

遠期升值，並影響即期匯率。不過，

業內人士表示，若該政策為真，也應

該是臨時性措施，待市場穩定後，政

策將退出。

民生宏觀研究員張瑜稱，整體而

言，人民幣並不具備長期貶值的基

礎。經常賬戶盈餘依然具有較大規

模，國內經濟增速雖然下臺階但絕對

增速依然在全球前列，人民幣國際化

需求也在穩步增加，無論從貿易結算

來看還是金融資產計價來看，人民幣

結算計價佔比穩步提升。

中國到澳大利亞遊客激增22%

每天消費1900萬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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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休斯頓
旅遊購物指南

由美南報業集團發行

現已出版
      歡迎免費領取
                                      領取地址：美南新聞總部大廳

位於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
主，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
香龍仔大蟹飯等。
E--Tao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為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E-Tao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二樓，Norstrom和Macy's之間)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名門金宴名門金宴名門金宴Regal

系系出出名名門門，，給給您您驚驚

喜喜！！

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Regal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招牌菜招牌菜
北京北京片皮鴨二吃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廚師現場片皮片皮、、二吃斬件二吃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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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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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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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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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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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66 BB1111廣告天地 廣告天地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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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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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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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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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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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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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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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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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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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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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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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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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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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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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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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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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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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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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歲兒童第一次檢查免費

Westheimer Rd

Meadowglen Ln

長青兒童牙科中心

Bellaire Blvd

3131 Briarpark Drive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42

長青兒童牙科專科

1、預防性工作 - 維護口腔清潔

2、口腔治療 - 蛀牙深度，

牙齦咬合牙齒生長發育等

3、殘智障患童的口腔照護

4、口腔病變之處置

ESTHER YANG DDSwww.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email:info@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提供兒童專屬完整牙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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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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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於芝麻街健康牙齒欄目,並製作成DVD

o.713.244.0100
f.713.244.0101 ～ 楊雅詩 牙醫博士 ～

Briarpark
DrRanchesterDr

W
.Sam

H
ouston

Pkw
y

Richmond

S.G
essner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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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llaire

B
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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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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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洗牙，補牙，拔牙，植牙，鑲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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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周手術。

特色服務特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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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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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4萬2千世界各族人民歡聚一堂
多元文化演出精彩呈現

全美最大國際盛會
抗戰勝利座談會
投資美國峰會
出版歷史文獻長存美國國會
參觀陳納德紀念館
Nov. 7,2015 6pm-9pm
Minute Maid Park

響應聯合國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譜和平序曲

2015 Houston

諮詢及贊助請聯繫
Jennifer Lopez 281-983-8154
或Angela Chen 281-983-8160

www.itchouston.org



BB1010 BB77新聞圖片 廣告天地

美國婦產科學院院士陳良駒醫師宣稱：
“防禦性婦女健康檢查是保障婦女健康
的關鍵程序。防禦性健康檢查是專為每
位婦女按其年齡及症狀情況而設計的健
檢。常規性的檢查可以及早查驗出各類
婦科潛在的病症；可以極大治癒病患。”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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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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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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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附設：：眼鏡專櫃眼鏡專櫃，，隱形眼鏡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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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仲華醫師莊仲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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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
＊跌打一般痛症
＊足踝扭傷;彈響指
＊足跟骨剌;骨裂;痛風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新傷老病,一次見效

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
滄洲孫振環,福建少林跌打師傅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洪敦耕教授授徒

謝鸚瀚中醫碩士主理

滙 琳 堂: 7001 CORPORAR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7天辦公,請電話預約 832-863-8882

Harwin

Bellaire Blvd.

C
or
po

ra
te

Be
ltw

ay
8

N S

59

X

在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二樓213A室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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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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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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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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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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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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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捐卵婦女徵捐卵婦女((酬謝酬謝$$55,,000000起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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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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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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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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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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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衍賢唐衍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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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Bellaire Medical PlazaBellaire Blvd
EastWest
Bank

Diho
Square

SW Nat'l
Bank

Bel
twa

y8

Cor
pora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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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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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
Dr.

North
To 59

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超
★X-Ray - X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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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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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

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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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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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主治各類成人精神疾病困擾：
憂郁，燥狂，緊張，心理輔導
咨詢為主兼藥物治療。

Whole Health ◆德州大學醫學院住院畢業
◆現貝勒醫學院主治醫生助理教授
◆有數年診治經驗
◆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生

電話：832 659 9389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5 Houston Tx 77036

周五或部分周六開放，精通普通話英文。
不接受醫療保險，接受現金或支票支付。

徐醫生 精神科診所

醫學博士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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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西班牙海灘西達酒派對西班牙海灘西達酒派對
眾人以酒澆身欲破記錄眾人以酒澆身欲破記錄

西班牙Gijon，當地舉行一年一度的西達酒派對。狂歡者將西達酒澆在身上，試圖創造世界上最多人同時澆
西達酒的記錄。

日本趣味模擬相撲賽日本趣味模擬相撲賽 小朋友對戰專業相撲手小朋友對戰專業相撲手

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一百貨商店內舉行相撲模擬賽日本一百貨商店內舉行相撲模擬賽，，
““小小相撲手小小相撲手””對戰專業選手對戰專業選手。。



BB88廣告天地 B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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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醫療服務：

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心肺胃
腸脾腎、貧血、感染、過敏等疾病，
皮膚病，傷口護理。
各種體檢

住院治療
沒保險及學生優惠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生
隨到隨看，毋須等候

美國內科board證書
皮膚及過敏疾病證書
傷口護理以及高壓氧治療證書
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二十餘年臨床經驗內科全科內科全科

陶清國醫學博士
Qingguo Tao,MD,PHD

門診時間：週二、三、四、六 9：00am-6: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Suite 200,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可事先於網路預約掛號： www.qtaomd.com

Tel:832-831-6140
Fax:713-701-7281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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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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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設備齊全： X光、Ultra Sound、電療機、
復健機、牽引、矯正、推拿按摩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VIP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Local Magazine 2013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專治：肩頭痛、腰酸背痛、手麻腳麻、
坐骨神經痛、扁平足、扭傷、
運動傷害、關節炎。

免費諮詢，預約電話：（281）302-6902 email:SugarlandDC@gmail.com
地址：354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旁，Luby's隔壁)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伊利諾州立大學生物力學碩士
-伊利諾州國家健康科學大學解剖學兼任教授
-美國脊骨神經醫學專科醫師(德州、伊利諾州執照)

張育豪 醫師

713-781-4600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小說連載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陶翔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美國家庭醫學學會認證醫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家庭全科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科博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殷正男醫學博士 Zhengnan Yin,M.D.

9440 Bellaire Blvd, Ste106, Houston TX 77036

門診時間﹕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每月一﹑三週）﹕
8:30AM-1:30PM

電話﹕ 713 ●778 ●0754
傳真﹕ 713 ●778 ●6098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外科小手術 痣瘡 年度體檢 學生體檢 婦科年檢

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

胃腸疾病

皮膚病

婦科病

關節痛

兒科疾病美國國家品質保證委員會認證診所

Memorial Southwest
Family Practice

主治
新移民體檢
新移民體檢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琅
琊
榜
海宴

責任編輯：王荣欣

"説實話袁我眞的介意遥
.wap,16Ｋ．Ｃn." 梅長蘇鬱鬱一

笑袁"不僅我介意袁我還希望你也介
意遥

不把天下人的評價放在心頭的

人袁就不知自省和約束爲何物袁這又
如何做得了明君钥再説袁得不回林殊
這個身份袁未必就是委屈遥

我做梅長蘇十幾年袁都習慣了遥
就讓當年的林殊袁 永遠保持他

在大家記憶中的樣子袁不也很好嗎钥
"

蕭景琰抿緊嘴唇袁 深深地看了
他許久袁突然問道院"你想離開京城

嗎钥 "

" 呃钥 " 梅長蘇沒想到他有此

問袁目光一顫袁臉色稍稍有些發白遥
"你堅持只做梅長蘇袁 卻又説

他是陰詭之士袁不適合留在君主身邊袁那言下之意就是説你不適
合留在我身邊了钥 "蕭景琰緊緊盯着好友的眼睛袁 一瞬也不放
鬆袁"你是不是打算翻案之後就離開京城袁去退隱江湖呢钥 "

梅長蘇地臉上露出完美的微笑袁語調輕鬆地道院"我十三年

來旦夕未歇袁也確實覺得累了遥
你現在羽翼已豐袁身邊賢臣良佐充足袁治國無虞袁就放我出

去逍遙逍遙有何不可钥 過個三五年袁我就會回來看你袁你我的兄
弟之情袁朋友之誼袁總不至於不見面就維持不住吧钥 "

蕭景琰絲毫沒有被他地笑容打動袁 面色依然冷硬袁"小殊袁
你跟我説實話噎噎你的身體還好吧钥 "

"身體啊袁"梅長蘇笑着揉了揉腦門兩邊地太陽穴袁"肯定不

能跟當年比了袁沒有勁力袁武藝全廢袁如果現在再跟你動手袁可就
只有被打地份兒了遥 "

"是嗎噎噎"蕭景琰又盯着他的眼睛看了許久袁這才綻出一
絲微笑來袁"那我等你袁等你養好了我們再比遥 "

梅長蘇垂下雙眸沒有説話遥
"噎噎養不好了嗎钥 "

"嗯遥 "

"那也沒關係袁"蕭景琰忍着心頭激蕩袁 拍拍他地肩膀袁"人

還在就好遥 "梅長蘇也笑着點點頭袁 端起桌上的新茶慢慢地啜
飲遥 "看你的樣子袁除了讓我不公開你的身份外袁還有其他的
事要説钥 "

"是袁"梅長蘇放下茶碗袁 神色稍轉凝重袁"我還想跟你商量

一下庭生的事遥 "

多爾袞將我穩穩的放在身前袁我掙扎着才想拿手肘去撞他袁他突然大喝一聲院"

抓緊了浴 "一揚馬鞭袁催馬疾馳遥
"這是去哪钥 ""去你想去的地方浴 "呼呼的風嘯聲中袁多爾袞貼近我的耳廓袁粗重

的喘氣袁"我有預感袁大汗這次回盛京袁必然會發生大事浴 嘖袁三尊泥菩薩終于要輪到
最後一尊了噎噎"一路穿過軍營袁只見各旗營帳紛紛慌亂整軍收賬袁不斷有人在放聲
吶喊院"大汗有命 --拔營回京 --大汗有命 --"我心有所動的抓緊了馬鬃袁 低下頭沉默
片刻袁啞聲問道院"大貝勒會受什么樣的處罰钥"身後的多爾袞不答袁馬步顛簸袁我的心
陣陣抽痛遥

"你是個聰明人遥 "他忽然幽幽嘆道袁"何必明知故問噎噎"我僵獃遥
"這次老二的腦子不知道是不是燒壞了袁隱忍那么多年袁居然愚蠢的開始自掘墳

墓噎噎"多爾袞冷笑袁過得片刻袁忽然沉聲警吿袁"這事你別管浴 朝政之事後宮少揷手
干預袁八哥爲人精明袁心眼甚多袁別看你此刻得寵袁若是鋒芒太露袁他日必遭嫌棄遥 "不

要管代善的死活嗎钥
眞的噎噎能不管嗎钥
"多爾袞噎噎"我低下腰去袁摟住馬頸袁將臉埋在濃密雜亂的鬃毛內袁默默的任由

眼淚無聲的淌下袁"你不明白的噎噎不明白噎噎"他怎么能夠明白我的心钥 怎會瞭解
我尧皇太極尧代善三人之間糾葛數十年的複雜感情钥

"阿步钥 "多爾袞小心翼翼的詢問袁"阿步噎噎怎么了钥 "我蒙着臉袁拼命搖頭遥
他固執的騰出左手來扳我的肩膀院"哭什么钥 這事有什么好想不明白的钥 你旣然

跟了他袁早該料到伴君如伴虎袁他拿你撒撒氣兒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袁你如何這般想不
開钥"他放低聲音袁柔聲哄我袁"快別哭了袁我帶你搶在大妃她們之前回宮袁你使些手段
讓他重新寵倖你就是了浴 "他説得根本就是牛頭不對馬嘴袁我心里的苦只有自己才能
明白袁轉眼瞥到他的左手虎口處結了塊深紅色的痂袁心里一顫袁眼前仿彿晃過皇太極
血淋淋的右手噎噎
皇太極浴
對不起袁皇太極浴
是我傷了你浴 是我傷了你的心噎噎
可是噎噎爲什么非得除去代善呢钥
爲什么你就不能容下他钥 爲什么噎噎
難道眞的噎噎無法挽回了嗎钥
急趕慢趕的回到盛京時已是九月十八的下午袁平虜堡大隊人馬尙且滯後許多腳

程袁但城里卻已是炸開了鍋袁亂作一團遥

曹素素躱在馮佑憐懷里袁微微點了點頭袁不自不覺中袁漸漸地進入
了夢鄉遥反而是馮佑憐憂心忡忡地凝睇窗外袁她所想的除了那個瘋後還
會有誰钥 這一聲聲雷鳴不知道會不會刺激她啊钥

翌日袁鷄鳴狗叫之時袁馮佑憐已然穿着輕便的衣服走出下人房遥 她
無心觀賞着雨後春笋的欣欣向榮袁而是逕直來到黑屋遥

馮佑憐小心翼翼地推開房門袁陰暗的房間里毫無生氣袁令她越發擔
憂起來遥她走進瘋後的床榻袁看見女人蜷縮着身軀袁像一團黑物顫抖着袁
還時不時發出難聽的呻吟遥

"娘娘钥 娘娘钥 "馮佑憐試着伸出手觸摸遥 然而這一次卻不見瘋後
如往常那般抵觸袁而是任由馮佑憐的撫 mo袁剛剛還在暗自欣慰的馮佑
憐突然感到手部有些異常遥

她驚慌地摸了摸瘋後的額頭袁 這也是她第一次這么近距離地看見
瘋後的容貌遥她忍不住撥開瘋後雜亂無章的頭髮袁只見一張秀麗蒼白的
容顔掠入眼眶中遥

曾經她猜想過袁或許皇后沒有俊美的容貌袁或許她臉上有塊令人生
厭的疤痕袁所以皇上才會想着要抛棄她遥如今一看袁皇后不但沒有瑕疵袁
而且生得這般美麗遥

"你噎"突然間袁瘋後開口説話袁嚇得馮佑憐趕忙收住手袁跪在地上
連連説道院"奴婢冒犯了皇后娘娘袁請皇后娘娘恕罪遥 "

"皇后钥 呵呵噎"瘋後支起半截身子袁對着跪在地上女人説道院"我

已經不是皇后了袁你起來吧遥 "

"呃钥 "馮佑憐驚愕地抬頭袁脫口問道院"娘娘袁你是不是記起什么
了钥 " "我頭好痛啊遥 "娘娘艱難地説道院"明玉呢钥你是何人钥難道現在
換成你照顧我了钥 "

"明玉袁明玉還在袁娘娘袁你額頭很燙袁恐怕昨日感染風寒了遥 我這
就給您去叫明玉遥 "馮佑憐又驚又喜地説道遥

"嗯遥 "娘娘嘆聲道院"去吧遥 "

不一會兒袁明玉快步跑進黑屋袁看見皇后娘娘正坐在鏡奩邊爲自己
梳頭遥 她激動地撲上去跪在地上袁低泣着説道院"娘娘袁娘娘噎您終于噎
清醒過來了遥 "

銅鏡中的女人抓起自己的黑髮袁然後微微側過身袁扶着跪在地上的
女人袁説道院"辛苦你了遥 "

"不辛苦袁一點都不幸苦遥 "明玉含着淚水説道遥站在門邊的馮佑憐
感動地落下熱淚遥

陸六拿起床頭的手錶看了眼時間袁五點不到袁昨天他和果果都睡
得晩袁想不到果果會那么早起床袁陸六懶懶地背靠床頭袁聲音帶着點早
上醒後不久特有的沙啞感院"果果袁還很早袁你要做什么啊钥 "

果果趿着拖鞋從外面拖來一只大箱子袁笑嘻嘻地説院"搬家啊遥 "

"搬噎噎"陸六還有點反應不過來袁 反應了兩秒整個人都僵住了袁
果果的話就像冰冷的冰凌突然刺中了他的大腦袁瞬間讓他失去了語言
功能袁張張嘴袁説不出一個字遥

--

果果從來沒有大規模把自己的東西搬到陸六的公寓袁只是每次帶
幾件衣服或者每次這個家添點什么袁不知不覺袁這個公寓每個角落都
有她的東西了遥

果果先是去書房整理畫稿袁然後是衣櫃的衣服袁最後是各種她花
錢買來的小東西袁書櫃上會跳舞的小天鵝水晶燈尧沙發上可愛的情侶
抱枕尧還有她買來的瑞士水果刀袁床頭隔着的八卦雜事尧她昨天剛洗好
曬在露台上的內衣內褲噎噎

一件不留袁一樣不丢袁她全整理好物品丢到紙板箱里面袁結果一個

紙板箱還放不下袁她又去堆放雜物的房間找出一個大箱子遥
第二個箱子還有剩餘空間袁 所以果果進行第二遍地毯式搜索院鑰

匙扣尧吃一半的餅乾尧還沒有完成的拼圖尧還有陸六
錢包里她的照片遥
從頭到尾袁陸六一直沉默地看着她袁看果果有條有理地整理自己

的東西遥
果果像是終于察覺到陸六一直盯着她看袁輕聲問院"是不是打擾你

睡覺了袁我就快好了遥 "

陸六的錢包還放在昨天穿過的大衣里袁果果把錢包里的照片取下
來後袁把大衣挂回衣架上袁轉過頭又看見陸六盯着她看袁稍稍解釋了
句院"照片留給你也沒什么用袁 我拿回去還可以送給以後的新男朋友
噎噎"陸六轉過頭呼出一口氣袁十指緊緊扣着床單遥

最後是洗手間袁所有的洗漱用品袁她花自己的錢買來的東西都要
全部帶走袁如果是陸六買給她的袁她就把它們全丢到垃圾桶里袁所以最
後整理差不多的時候袁不僅兩個箱子都滿了袁房子里的垃圾桶也滿了袁
里面塞着陸六送給她的所有東西袁漂亮的大衣尧可愛的玩具等等遥

邵晏啞然失笑院"我們見過兩次袁也算是朋友了遥 何必這么客氣袁叫我
邵晏就行了遥 如果不介意的話袁我就叫你寧汐如何钥 "

寧汐靜靜的瞅着他袁旣不點頭也不搖頭遥
他不知道袁她其實很瞭解他遥
這么一個溫柔可親的少年袁其實並不如表面那般隨和遥 他的高傲袁隱

藏的很深很深遥 是什么理由讓他對一個只見過一面的陌生少女如此的熱
情隨和钥

想到那個可能袁寧汐的心里流過一絲苦澀遥
邵晏一向有城府袁 並未表現出任何的慌亂和不自然袁 依舊溫柔的笑

着院"你不拒絶袁我可就當你點頭同意了遥 "

不管是什么樣的少女袁 也無法拒絶這樣一個溫潤如玉的俊美少年的
微笑吧寧汐的嘴角浮起一絲蒼涼的笑意袁 語氣卻疏離淡漠院"邵公子太客

氣了袁小女子哪能高攀的起遥 "不袁今生她要離他遠遠的袁永遠不會再愛上
他遥 她也不想要他的另眼相看拒絶的這樣乾脆徹底袁顯然大大的出乎邵晏
的意料之外遥 邵晏愣了一愣袁略有些尷尬的笑了笑袁一時也不知道該説些
什么了遥 寧汐眼角余光瞄到了寧有方的身影袁迅速的説了句 "我有事先走

了 "袁就轉身走開了遥
邵晏怔怔的看她毫不留念的轉身離開袁不知怎么的袁心里忽的掠過一

絲莫名的失落遥 旋即暗暗好笑袁今天他這是怎么了袁竟然變的多愁善感起
來遥 還是快些買了東西回府才是遥 要是讓四皇子等的久了袁他肯定會不高
興了遥

想及此袁邵晏利索的買了糕點袁然後領着幾個包裝的精美的紙包離開

了遥
直到那個身影離開了視線袁寧汐才終于松了口氣袁抬頭笑道院"爹袁大

伯呢钥 "

寧有方笑道院"你大伯在里面忙着呢袁不方便出來遥 不過袁他的住處離
這兒不遠袁等過兩天有空了袁我們一家一起過去遥 "

寧汐笑着點了點頭遥
寧有方忽的問道院"剛纔出去那個男子很眼熟袁我是不是在哪兒見過

他钥 "雖然是匆匆的瞄了一眼袁連面容都沒看清楚袁可總覺得有種莫名的
熟悉感遥 寧汐故作訝然院"爹袁你説的是誰啊钥 我們在京城除了大伯袁還有
別的熟人嗎钥 "

寧有方撓撓頭袁隨口笑道院"肯定是我看錯了遥 對了袁旣然到這兒來
了袁我們也帶些糕點回去吧讓你母親和你哥哥也嘗嘗遥 "

寧汐最愛吃甜食袁聞言頓時笑嘻嘻的點了點頭遥不客氣的點名要了馬
蹄糕桂花糕和豆沙糕遥 算賬的時候袁被那高昂的價格嚇了一大跳遥

等出了珍味齋袁寧汐才懊惱的嘆道院"早知道賣的這么貴袁就少買一
點好了遥 "整整一兩銀子啊都夠半個月的米糧了遥

寧有方被逗笑了袁安撫道院"好了袁難得出來一回袁買都買了袁就別心
疼了遥 "説着袁將最上面的紙包打開袁拿出一塊豆沙糕塞到寧汐的手里院"

還是熱的呢袁吃一塊嘗嘗遥 "

寧汐笑眯眯的咬了一口袁 然後驚嘆不已的贊道院"好甜好香啊 "豆沙

甜而不膩袁吃完口頰留香袁難怪賣的這么貴袁確實比她吃過的普通糕點好
吃多了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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