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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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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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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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幼兒園小朋友唱中文歌
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 (Mandarin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MIMS)與休士頓市政府合作﹐加入SPARK Park 計劃社區夥伴關
係﹐將在新校區建設全新SPARK Park﹐提供社區服務﹒為慶祝動
工儀式順利進行﹐學校於上周五下午舉行破土典禮﹐休士頓市政
府﹑社區及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代表皆出席參加﹒活動上﹐
Pre-K幼兒園可愛小朋友在中文老師指導下﹐演唱「我的朋友在哪
裡」及「顏色歌」兩首中文兒歌﹐標準的中文和逗趣演出讓現場拍
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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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快樂童年》》快樂學摺紙快樂學摺紙
周六晚周六晚88時播出準時收看時播出準時收看

【VOA】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表示﹐他就職總統後第一個100天的日程將基於一個簡單原
則﹐那就是美國優先﹒

川普星期一在 YouTube發表視頻說﹐他要求他的權力交接團隊制定他就職第一天的行動
清單﹐這些行動將“恢覆我們的法律﹐拿回我們的就業 機會﹒”

川普說﹕“無論是煉鋼﹐制造汽車還是治病﹐我要求下一代的生產和革新都發生在這裏……
為美國工作人員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

川普說﹐他在就職首日要采取的一個行動是﹐發出通知說﹐美國有意退出TPP﹐要重新談判
公平的雙邊協議﹒其他計劃包括﹐建立一個規則﹐要求聯邦政府每制定一項規定﹐就必須廢除
兩個規定﹒還要求國防部制定一個全面計劃﹐保護美國的基礎設施﹐防止網絡攻擊﹒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川普﹕﹕上任後堅持美國優先上任後堅持美國優先

節目介紹﹕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
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年」﹐本周六12月10日(周
六)晚間8時播出﹐節目主題為「摺紙」﹐特別邀請摺
紙達人樸亮教孩子學如何摺紙動物﹐簡單教學﹐一
張紙一兩分鐘就變成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動物﹒精
彩內容﹐觀眾請準時收看﹒
摺紙世界多采多姿﹐可變幻出可愛及千姿百態的
童玩﹐一張平無奇的色紙﹐在樸亮的巧手下﹐一兩
分鐘就變成了栩栩如生的可愛動物﹐吸引孩子好
奇的目光﹐紛紛主動向他討教﹒樸亮也細心耐心
的教導﹐教小朋友摺傘﹑褲子﹑青蛙等﹐讓參加節目
錄製的小朋友湯瑞安﹑安布爾和邊韋溪都認真學
習﹒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本集播出時間是11月26
日周六黃金時段晚上8點到8點半﹐周三上午9點
半到10點重播﹐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
敬請準時關注﹒

星期五 2016年11月25日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川普表示﹐他將很快再做出幾項新政府主要官員的人事任命﹐並
保證這些人都是“非常棒的人”﹒

川普星期天對記者說﹐“我們達成了幾個交易”﹒此前他又約談
了幾位可能會成為新內閣成員的人選﹒之後川普離開了他在新澤西
州的豪華高爾夫球場﹐回到他在紐約的川普大廈的家裏﹒

星期一﹐川普又會見了幾位可能入閣的人選﹐包括得克薩斯州前
州長裏克·佩裏和奧克拉荷馬州州長瑪麗·法林﹒佩裏在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提名的競爭中敗給了川普﹒川普在考慮任命佩裏擔任能源部
部長或者國防部部長﹐選擇法林擔任內政部部長﹐主管美國眾多的公
園和廣袤的森林﹒川普還要會見他的政界老友﹐國會眾議院前議長

紐特·金裏奇﹒
川普的競選經理康威說﹐最

近幾天川普約見了很多人﹐並不
是所有人最後都會入閣﹒但是﹐她說﹐“這些人介紹了自己的觀點﹑經
歷﹑當然還有他們對這個國家的願景﹐他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士﹒”

星期天﹐川普見了他的兩位競選期間最堅定的支持者﹕前紐約市
市長魯迪·朱利亞尼和新澤西州州長克裏斯·克裏斯蒂﹒

朱利亞尼在2001年紐約和華盛頓遭受恐怖襲擊之後成為美國反
恐意志的象征﹒他外交經驗比較少﹐但卻在爭取國務卿這一最高外
交職務的任命﹒

當選副總統邁克·彭斯對福克斯新聞說﹐川普星期六約見了米
特·羅姆尼﹒羅姆尼是國務卿職務的“熱門人選”﹐另外還有一些候選
人也都是非常傑出的美國人﹒羅姆尼2012年的總統競選中敗給了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

川普在黨內初選中擊敗了克裏斯蒂和其他15名競爭對手﹒但這
位新澤西州長後來轉而支持川普﹒他一直負責川普的權力過渡工
作﹐直到彭斯在川普獲勝後接手這項目工作﹒

很快會公布幾項新的重要任命很快會公布幾項新的重要任命
川普表示上任後將以美國優先川普表示上任後將以美國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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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
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本周六12月10日(周六)
晚間8時播出，節目主題為 「摺紙」，特別邀請摺紙達人樸亮教
孩子學如何摺紙動物，簡單教學，一張紙一兩分鐘就變成了一個
栩栩如生的動物。精彩內容，觀眾請準時收看。

摺紙世界多采多姿，可變幻出可愛及千姿百態的童玩，一張

平無奇的色紙，在樸亮的巧手下，一兩分鐘就變成了
栩栩如生的可愛動物，吸引孩子好奇的目光，紛紛主
動向他討教。樸亮也細心耐心的教導，教小朋友摺傘
、褲子、青蛙等，讓參加節目錄製的小朋友湯瑞安、
安布爾和邊韋溪都認真學習。

由於該集在感恩節前夕錄製，快樂童年節目帶著
感恩的心為休士頓的孩子們帶來
了一期又一期精彩的內容，感謝
大家越來越喜歡、越來越給予支
持。主持人娟子也特別感性的說
，現在走在街上、飯店、超市和
購物中心經常被人家認出來，說
明節目有一定的影響力。她說，
策劃這個節目的初衷就是給孩子
們的童年留下美好的回憶，讓休
士頓的孩子們在才藝、才華方面
有展示的舞台。娟子說，未來希
望能策劃更優質的節目，也希望
學校、商家抓住機會參與廣告贊
助。

有興趣的觀眾，本集播出時間
是11月26日周六黃金時段晚上8點到8點半

，周三上午9點半到10點重播，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
，敬請準時關注。

《《快樂童年快樂童年》》快樂學摺紙快樂學摺紙 周六晚周六晚88時播出時播出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美南新年園遊會有著 「規
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美
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地機構
和商家贊助，獲得社區好評。
明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將在美南

新聞大樓廣場，搭配第51屆超
級盃美式足球賽(Super Bowl)擴
大舉行，預計讓各族裔都能感
受國際性的嘉年華歡樂氣氛。

為迎接第51屆超級盃美式
足球賽將在休士頓舉行，讓更

多不同族裔社區都能感受超級
盃嘉年華慶典，國際區將舉行
超級盃慶祝活動，結合農曆新
年過年氣氛，美南新年園遊會
預計2月4日上午10時至下午5
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盛大舉

辦，整個各族裔社區全員動員
，讓民眾體驗不同以往的多元
文化盛宴。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說
，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20
年的傳統，今年為超級盃做前

導，不只增添節慶氣氛，更能
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國際區遊玩
，促進觀光發展，相信活動會
豐富多彩，希望各社區都能一
起加入，慶祝兩個具代表性的
慶典。明年第21屆新年園遊會

活動細節仍在籌劃中，籌委會
將涵蓋超過50 位各族裔領域人
士，園遊會前也預計在2月2日
晚間舉辦 Kick-off 晚會，屆時
內容將精采可期，請民眾隨時
注意活動更新。

迎美南園遊會超級盃雙節 邀請各族裔全體總動員

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超級盃明年將在休士頓舉行超級盃明年將在休士頓舉行。。((取自休士頓紀事報取自休士頓紀事報))

主持人娟子主持人娟子((右四右四))與摺紙達人樸亮與摺紙達人樸亮((右二右二))和小朋友嘉賓於節目上錄影和小朋友嘉賓於節目上錄影。。((
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樸亮樸亮((右二右二))認真教小朋友摺紙認真教小朋友摺紙。。((節目截圖節目截圖))

（攝影/李建飛）（撰文/陳民珊，顏碩廷）德州台灣

生物科技協會（Texas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TTBA）於本月十二，十三日於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舉

辦第二屆生物科技研討會，吸引德州各地與部分外州台灣

青年學子以及相關業界人士共襄盛舉，為德州台灣生技界

年度盛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遊遊光慧光亦到

場致詞，現場反應熱烈。

中央研究院週芷院士（同時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在會中勉勵年輕學人，秉持“莫忘初衷，保持熱情，樂

觀進取，永不放棄”的信念，堅持自己的理想，週院士的

研究團隊在過去四十年於名詞的研究期刊發表許多重要的

研究，都是現今醫學研究的基石，場內對周院士的科學生

涯及學者風範皆敬佩不已。益邦製藥（IMPAX）創辦人許

中強博士，亦到場分享其豐富的生技產業經驗與創業歷程

，許董事長提到目前台灣生技業，需要專業人才，鼓勵年

輕學者與科學家在美國學成成歷後回台貢獻所長，同時許

董事長也勉勵年輕人，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受大環境而改

變。現任不分區立法委員，前台灣大學教授吳焜裕老師，

亦到場分享台灣政府生技產業政策，生技人才勞動力供需

問題，以及未來台灣生技產業之發展。會中引起熱烈討論

與建言，期望海外學子們多學習台灣缺乏的技術領域，為

自己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此外，會中亦邀請到四位在生

技界非常有經驗的企業家與投資專家進行台美生技論壇，

剖析台灣生技發展的利與弊，並劃分未來發展的方向。

為啟發年輕生技專業人才多元生涯發展，TTBA在會

中亦舉辦了職涯座談會以及校友會娘家的活動，讓台灣先

進們，職場新鮮人與青年學子麵對面對談，分享求職經驗

和了解職場上所面臨的挑戰，讓即將踏入職場上的新鮮人

可以做更充分的準備。此外，會中也舉辦即席演講以及學

術海報競賽，促進各領域的研究交流，拓展視野。會後各

界佳評如潮，與會者無不表示受益良多，並期待2017年

的年會再次相見。

TTBA網址：http://www.ttbatw.org/

附記：德州台灣生物科技協會成立於2014年十月，

致力於建築德州地區生技社群，並期望連結台灣生技社群

，促進各界交流與合作，打造更完整的生技產業生態系

。 ：閔譯立/副會長：陳民珊

德州台灣生物科技協會於本月十二，十三日
舉辦第二屆生物科技研討會舉辦第二屆生物科技研討會

吳焜裕博士和與會者會談吳焜裕博士和與會者會談

演講者和學生的對話演講者和學生的對話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許中強博士許中強博士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週芷院士週芷院士

20162016 TTBATTBA研討會全體大合照研討會全體大合照

TTBATTBA研討會工作人員研討會工作人員

職涯座談會職涯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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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宅

建材

D A Z I  F L O O R I N G  W A R E H O U S E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4.69起

$2.49起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713）899-8926 - Ella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BB55廣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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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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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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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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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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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星期五 2016年11月25日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BB66廣 告 BB66醫生專頁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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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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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11月25日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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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工商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星期五 2016年11月25日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大量臨床實踐表明，綠蜂膠能使心臟收縮
力增強，呼吸加深及調整血壓，降低血糖，調
節血脂，淨化血液。科學研究發現，蜂膠對高
血脂、高膽固醇、高血液粘稠度有明顯調節作
用，能預防動脈血管內膠原纖維增加和肝內膽
固醇堆積，有效清除血管內壁積存物，從而軟
化血管、保護血管，改善血液循環狀態及造血
機能。

綠蜂膠中富含的類黃酮能淨化血液，保護
細胞免受氧化應激的破壞；由於它具有抗菌作
用，故能使組織不受病原體的侵犯；此外，類
黃酮也具有抗過敏以及鎮痛、止血、消炎等作
用。

黃酮類物質早已引起國內外醫學界的廣泛
重視。研究表明有些黃酮類化合物可以活血化
瘀、清理血管、改善血液循環。黃酮類化合物

白釗民專家推薦 Termidor 和 Taurus 等數種消除白
蟻危害有功效的藥劑，可是專家白釗民強調，白
蟻的種類多種，因此當一種藥劑沒有效果時，可
以考慮換另外一種使用，以確保自家屋內的白蟻
能消除乾淨。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梁慶輝、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專心聆聽 .（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商會 10 月 23 日下午舉辦「房屋檢修」
專題講座，梁慶輝會長、周政賢副會長 , 徐世鋼理
事邀請專家白釗民與會員們及僑界人士分享房屋
結構、房屋地基、節能建築、白蟻蟲害維護等常
識，僑教中心教室座無虛席 .（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長 , 周政賢副會感激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提供好場地並感謝大家參與並熱
烈提問 , 宣佈 12 月將舉行地基講座 . 獲得與會人
士熱烈掌聲一致贊同 .（記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訊 ) 白釗民先生「房屋檢修」專題
講座－台商會於 10 月 23 日下午 1 時 30 分到
3 時 30 分 在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77042 的僑教中心 203 室舉辦「房屋檢修」
專題座談會，梁慶輝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徐
世鋼理事邀請到專家白釗民來與會員們及僑界
人士分享房屋結構房屋地基、節能建築、白蟻
蟲害、老鼠為患維護等常識，並現場回答與會
人士問題， 講座吸引相當多僑界人士，座無虛

席，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前會長林飛虎、張
世勳、陳志宏，理事林重光、廖珮君、楊禮維、
劉元正，前理事簡文雄、古玉枝 ...... 等，華美
中醫學院梁慎平院長、宋明麗、陳建賓、味全
公司陳顧問、吳而立、婦女工商理事鄔逸卉、
金俊家、會長羅茜莉、前會長陳美雲等共襄盛
舉以及近百人士聆聽，教室擠得水洩不通，廣
受歡迎，獲益良多。梁慶輝會長，周政賢副會
感激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提供好場地，並感謝
大家參與並熱烈提問，宣佈 12 月將舉行地基講
座，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一致贊同。白釗民
專家提到，許多僑界人士一聽到房屋有白蟻就
感到相當害怕，這僅是對「白蟻一定會造成房
屋嚴重損害」的一種迷思；白釗民專家多年豐
富經驗來與民眾分享，當你知道房屋有白蟻出
沒時不需太過擔心，用對方法就能把白蟻請出
屋子。

白釗民專家談到，當房屋在建造時，建商
會被要求進行許多措施，來降低未來蟲子所導
致房屋的損害，可是房子經過一段時間後，這
些當初實施措施的效果難免會有所耗損，白蟻
等蟲害就可能趁虛而入。 

白釗民專家提及，常令民眾感到頭痛的就
是白蟻問題。一般都是使用化學藥劑來對付白
蟻，由於部分藥劑效果不佳，常常每過兩三年
白蟻入侵問題又再次出現，往往使僑界人士感
到難以招架，以為白蟻是非常難解問題。專家

休士頓台商會邀請休士頓知名房屋檢驗
專家白釗民先生主作商業專題講座主講

的抗菌、抗毒素、抗氧化作用，能夠淨化血液，
減少自由基的損傷，預防過氧化脂質形成，排
除體內毒素。富含黃酮類化合物的野花牌綠蜂
膠被科學家們譽為 " 血管清道夫 "、" 微循環的
保護神 "。常食富含黃酮類化合物的綠蜂膠，不
僅可以改善微循環、保護血管、增強體質，還
可以使肌膚細膩，青春常在。 

有趣的是，高加索地區的百歲老人多是養
蜂人，他們每天吃一定量的蜂蜜殘渣，殘渣中
含有很多花粉和蜂膠，這使他們具有充沛的精
力、健康的身體和超常的壽命。

微循環與人的健康長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現代醫學證明：人體衰老、高血壓、高血脂、
糖尿病等疾病都與微循環有密切的關係。由於
微循環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被當代醫學稱為
人體的第二心臟。

人體的任何器官、任何部位都必須有一個
健康的微循環，否則就會出現相應的病變。

當心腦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心悸、失
眠、頭暈、頭痛；

當消化系統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腹痛、
腹脹、食欲不振；

當腎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腰酸、腰痛、
發生水腫；

當皮膚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皮膚粗糙，
出現瘀斑、褐斑；

當肌肉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四肢無力、
全身酸痛。

堅持服用天然、無毒，而又富含超量黃酮
類化合物的綠蜂膠，是保持良好的微循環的理
想方法，對于美容養顏、延緩衰老、保持體力、
健腦強身，以及改善血循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義。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
品監管局註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北美亞太區

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綠蜂膠
血管清道夫、微循環保護神

白釗民表示，現今對抗蟲害的藥劑技術已成熟， 
有多種可以輕鬆解決白蟻的化學藥劑已經

面市。白釗民專家推薦芬普尼（Termidor） 和
Taurus 等數種消除白蟻危害有功效的藥劑，可
是專家白釗民強調，白蟻的種類多種，因此當
一種藥劑沒有效果時，可以考慮換另外一種使
用，以確保自家屋內的白蟻能消除乾淨。 

白 釗 民 專 家 更 提 醒， 因 為 芬 普 尼
（Termidor） 必須為持有執照的防治蟲害公司
才能購買，僑界人士倘若前往購買時，可能會

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

祝您健康！

被店家要求提供執照號碼，需特別注意。 
大部份僑界人士對解決家中蟲害的問題傷

腦筋，專家白釗民說明時，現場人士提問踴躍，
都期望獲得專家的協助。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對休士頓台灣
商會舉辦如此有意義的座談會，讚美有加。大
家經過專家白釗民深入淺出講解，更進一步了
解，獲益匪淺。 

( 台商通訊 2016 年十一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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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6年11月25日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韓國料理最令人戀
戀難忘的莫過於風味，口感十足的韓國烤肉，
營養又美味的豆腐煲，以及美味，營養兼口感
甚佳的石鍋拌飯。位於八號公路旁與Beech-
nut 交口上的越華廣場今年六月才新開張的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多年來一直

在中國城，與中國人有不解之緣，從 Harwin
& Ranchester 交口上的 「故鄉 」 ，到如今仍
在中國城 「越華廣場」，吸引了不少中國老
客人前來，大家忍不住要就近前來大塊朵頤一
番。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本周起
再推新特價菜，從周一至周六，每天皆有新特
價餐優惠大眾，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品嚐韓式料
理，欣賞韓式料理。他們的特價餐包括 ：周
一： 韓式拌飯$ 6.99 元，周三： 辣泡菜醃豬
肉$7.99 元，周四： 豆醬湯$6.99 元，周五：
辣牛肉湯$ 8.99 元，

周六： 牛肉湯配水餃/ 米糕 $8.88 元，周
二公休。希望各界抓緊時間，品嚐特價美食趁

早。
韓國菜是亞洲食物的一種，很合國人

口味，吃多了中國菜的客人不妨換換口
味，到 Bobs & Grill Koren B.B.Q.b 來嚐
鮮，精緻健康的豆腐煲，口感十足的韓
式石鍋拌飯，還有風味十足的韓國烤肉
，保證帶給您不一樣的口味和享受，讓
您一吃就愛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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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越華廣場的 「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本周起周一至周六每天推出不同特價菜本周起周一至周六每天推出不同特價菜

女人無疑是這個星球上最注重自
己形象的生物，每個女人都希望自己
在愛人的眼中，永遠是美麗的女神形
象。不過，要想擁有持久魅力，健康
的身體是基礎。 40歲左右雌激素水平
下降，不得不面對各項生理功能的減
退，尤其擔心臉上皺紋越來越多。需
要提醒這些女性的是，與其把金錢花
在美容院或購買化妝品，不如加強內
在調養。紅人歸膠囊（sangel）是你理
想的選擇，讓你加入美麗女人行列，
成為男人眼裡的女神。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
viker公司生產的針對女性健康的產品
，十六年來，紅人歸膠囊（sangel）對
女性健康的傾情奉獻，得到消費者的
信賴，獲得國際婦女聯合會的推薦；
加 拿 大 衛 生 研 究 院 對 紅 人 歸 膠 囊
（sangel）進行了十六年質量療效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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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獲
得加拿大衛生部批准的用於女性更年
期的產品！其三大功效有效改善更年
期症狀，讓女人散發迷人的風采！
營養卵巢活力再現

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有效成
分可以直接作用於卵巢,為卵巢提供充
足營養，恢復激素分泌。服用後可明
顯感覺到疲乏無力、月經不調等症狀
很快改善，乳房萎縮下垂、皮膚粗糙
鬆弛、面色灰暗、皺紋等開始明顯改
善，青春活力逐步恢復。

激活卵巢改善微循環
卵巢被激活，氣血兩虛得到改善

，卵巢衰變的組織被激活，微循環加
快，卵巢恢復到發育狀態，性腺激素
自然分泌，月經逐漸規律，潮熱虛汗
、頭暈失眠、煩躁易怒等更年期症狀
消除。不僅能恢復青春狀態，而且可
以推遲絕經期 5-10 年；即使是 50 多
歲的絕經婦女，使用後可使月經再現
，有效延緩機體衰老。
活化卵巢，有效對抗更年期綜合症

紅人歸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
有效成分使內分泌系統紊亂狀況改善
，促進性腺二次發育、使性腺細胞再

生，各臟腑機能也得到補充的動力和
能量逐步煥發出健康的活力。低垂的
乳房開始變得圓潤尖挺，皮膚光滑潤
澤，充滿女性迷人魅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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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燥、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
多等症狀；脫髮、色斑、老年斑等症
狀；性慾衰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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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免費諮
詢電話1—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諮詢電
話 1—604—518—7778 傳 真:
1-604-303-7720

她是如何成為男人眼裡的女神
紅人歸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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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推出獨家特色菜迎佳節推出獨家特色菜迎佳節

雙龍蝦雙龍蝦

貴妃雞 清蒸魚清蒸魚

牛肉粒牛肉粒

大肉蟹炒年糕大肉蟹炒年糕

冰凍海螺片

冬菇菜心冬菇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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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鶴追思禮拜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教會長輩團契為錢鶴兄弟獻詩：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十點
在西區中國教會隆重舉
行錢鶴先生的追思禮
拜。

錢鶴先生的追思禮拜由黃奕明牧師主禮。

長女婿梁耀章緬懷與嶽父二十五年一起生活的情趣。

福遍中國教會的潘德牧師在追思禮拜上帶領大家一起禱
告。

長孫女梁晶瑩追憶溫柔體貼，永遠微笑的外公；錢中梁（左
一）則深感外公持之以恆，堅持不懈的品格對他成長的影
響。吳瀚文也甜蜜回憶和外公相處的點點滴滴。

竇段鴻書和陶趙竹菊
姐妹讀經帖前 4:13-
18。在錢鶴先生住院
期間倆姐妹曾多次前
往探望問候。

長女錢虹向大家介紹了父親了不起的一生，他學識淵博，正直善良，低調沈穩，
和藹可親。為中國的計算機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

特朗普外交政策未明
各國與美國關系將調整

離特朗普勝選已過去壹周，美國國內

的抗議浪潮已漸漸平息，但在美國以外，

世界多國的擔憂正因為對特朗普政府未來

外交政策的不明朗而逐漸累積。

日韓心慌慌
“特朗普的勝利增加了亞洲的不確定

性。”日本天普大學亞洲研究負責人金斯

頓(JeffKingston)稱，“很多人都很心慌。

”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顯然是這些“心慌

者”之壹，當地時間17日，安倍將前往美

國，成為第壹個與特朗普會談的亞洲國家

領導人，分析認為安倍此行旨在維持日美

同盟，並且試圖挽回大勢已去的《跨太平

洋夥伴關系協定》（TPP）。

回想特朗普在大選期間的壹些言論，

不難理解日本和韓國為何對與美國關系的

未來如此不確定。貿易方面，特朗普曾表

示堅決反對涉及亞洲多國的TPP；安保方

面，特朗普暗示將改變美日傳統安全關系

，認為日本和韓國在安保上搭了美國的便

車，令美國負擔過大，要求日本政府負擔

更多駐軍經費，否則不惜撤回駐日美軍。

“如果我們遭到攻擊，日本不會幫助

我們。”在去年壹次公開講話中，特朗普

透露出他希望日本和美國在安保方面更均

等地承擔責任。

特朗普可能撤回駐軍的可能性很快在

東京的智庫中間拉響了警報。“我們不知

道他是否會像選舉時說的那樣做，抑或維

持現狀。”日本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中野

弘壹(KoichiNakano)認為，最壞的情況是美

國從日本撤軍，這將導致區域力量不平衡

，迫使日本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

相對於日本，還困在樸槿惠政治危機

中的韓國，反應並不迅速。“安倍盡早接

觸特朗普很聰明。”延世大學亞洲研究助

理教授德魯裏(JohnDelury)稱，“現在的韓

國，沒人可以真正與特朗普接觸。”

目前，美國在日本和韓國分別駐紮了

4.7萬和2.8萬美軍。韓國還同意美國在其

境內部署美軍“薩德”反導系統。最令日

韓擔心的，是特朗普暗示允許日韓脫離美

國的核保護傘而自己擁有核武器，這可能

導致亞太地區陷入軍備競賽。日韓還希望

了解特朗普將如何與朝鮮接觸。

歐洲擔心北約未來
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的當選也令歐

洲外交界震動。

當地時間14~15日，歐洲各國外長會

晤商討如何應對新當選的美國總統，以及

如何應對與美國之間可能在政治、經濟、

軍事領域出現的變化。

目前，歐洲對特朗普的擔心主要集中

在美歐間的壹些合作能否存續，其中壹個

很重要方面是，特朗普是否會兌現競選時

要求北約成員國均攤軍費的強硬態度。有

待觀察的方面還有特朗普對伊朗核協議的

反對態度，以及與歐洲聯手制衡俄羅斯的

意願。在大部分國家還在觀望時，德國和

法國已經率先表態，歐洲不應過度依賴美

國的決策，要重振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

而英國對特朗普的當選表現出更多的熱情

，認為這將是壹個重要機遇。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在互相包容的

前提下期待與特朗普的合作；法國總統奧

朗德強調，歐洲各國應積極發展自身國防

力量，而非依賴美國政策；英國首相特蕾

莎· 梅的表現最為急切，希望能盡快拉近

與特朗普政府的關系，為脫歐後的英國鞏

固與昔日親密盟友間關系做鋪墊。英國外

交大臣鮑裏斯· 約翰遜此前也有過表態，

認為特朗普是壹個決策者，他的當選將會

帶來機遇。

但是，更多歐洲國家還處在艱難決策

中。壹方面，若對特朗普大加歡迎，將助

長國內反建制的思潮；另壹方面，如果拒

絕與特朗普政府合作，那意味著放棄美國

這個最強大的盟友。還有壹個擔憂是，既

然移民問題和經濟停滯，乃至全球化的負

面影響鼓動了部分特朗普的選民，而且這

也是很多歐洲民眾關註的問題，那麽選擇

和特朗普翻臉的歐洲國家政府將冒著失去

這部分民眾支持的風險。因此，不難理解

為什麽許多歐洲國家領導人對特朗普欲拒

還迎。歐洲最想得到特朗普承諾的是，維

護了歐洲70多年穩定的北約未來何去何從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提到，壹旦當

選美國總統，將重新調整與歐洲的關系，

他還多次質疑美國對北約的安全承諾，稱

北約盟國只有在“對美國履行義務”後才

能期待在遇到外部攻擊時獲得美國的軍事

援助。

東南亞國家遇冷
在特朗普贏得選舉後，菲律賓總統杜

特爾特很快向他表示了祝賀。在出訪馬來

西亞時杜特爾特直言：“我不想再吵架了

，因為特朗普贏了。”有分析認為，杜特

爾特和特朗普身上所呈現的民粹主義傾向

將令雙方關系有所改善。菲律賓德拉薩大

學政治學教授海達瑞安(RichardJavadHey-

darian)稱：“特朗普在人權和民主上比較

放松，因此兩人相處起來將更舒服。”

幾天前，杜特爾特任命了特朗普在菲

律賓的商業夥伴為美國貿易特使。不過，

分析認為特朗普現階段將主要精力放在美

國國內，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

略是否會被特朗普提上重要議事日程還不

明確，所以，壹旦亞洲戰略在特朗普政府

中遭“冷遇”，以往奧巴馬政府曾竭力招

攬的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和印度尼西

亞等亞洲國家，作為地區平衡力量的作用

將隨之削弱。

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樣擁有眾

多穆斯林民眾的亞洲國家，對穆斯林持排

斥態度的特朗普極不受歡迎，但同時，他

也有自己的仰慕者，比如柬埔寨首相洪森

就曾贊賞特朗普“非常有才”。

新加坡密切關註TPP
作為TPP的主要推動者之壹，新加坡

更關註的是這份自貿協議的命運。今年8

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到訪華盛頓時曾竭

力遊說美國國會盡快批準TPP，他在演講

中稱，如果TPP在美國國會落空，那麽美

國在亞洲的聲譽將岌岌可危。

新加坡之所以對TPP如此上心，不僅

因為其較高的貿易依賴度，它更擔心的是

，壹旦TPP失敗，將會成為美國撤出亞太

的標誌，那麽新加坡壹直以來緊緊抓住的

大國平衡戰略將無處安放。

“特朗普出人意料的勝利讓那些慣於

依賴美國的亞洲人感到煩惱。潛伏在面前

的是至少4年的不確定性以及美國和亞洲

關系邊緣化的可能。”新加坡《海峽時報

》對特朗普的勝選如此評論，認為特朗普

的勝利意味著TPP的結束，盡管美國的亞

太戰略並不建立在某個協議上，但也難以

現在的形式繼續。

印度看到外交利益
印度智庫GatewayHouse的外交政策負

責人迪歐(NeelamDeo)認為，特朗普的勝選

在印度可能導致短期的經濟恐慌，但長期

將有益印度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曾在大選中表示，他將努力和

印度建立更牢固的關系，如果他當選為總

統，美國和印度將是“最好的朋友”，他

還稱贊印度總理莫迪兌現了改革官僚機構

的承諾。雖然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提前透露

的信號能否變現為印度的外交紅利。但迪

歐表示謹慎，“因為他當時的話旨在吸引

美籍印度裔的選票……但鑒於特朗普對待

恐怖主義的壹貫立場，可能會令巴基斯坦

承壓，這是印度所樂見的。”

印度自作孽不可活
“禁鈔令”或致再難超越中國

綜合報導 自本月8日宣布廢除500盧比和1000盧比面額鈔票以來，印度
銀行已回收了價值800億美元的舊版鈔票。由於“禁鈔令”的影響，分析師
估計印度本財年GDP增速將大幅放緩。

印度央行數據顯示，被禁用的500和1000盧比大額紙鈔占流通紙鈔的86%，總額高達約2200億美元。這意味著迄今
為止印度銀行業已回收了約37%的舊版鈔票。與此同時，印度銀行業已發放了價值約150億美元的新版500盧比和2000盧
比紙幣。

印度政府廢除舊版大額鈔票，旨在打擊腐敗和逃稅行為，但此舉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據分析師估計，廢除大
額貨幣的舉動可能導致印度截至明年 3 月底的 2017 財年經濟增速下降 0.5 到 1 個百分點，更有甚者， 印度界線資本
（Ambit Capital）估計，印度下半財年經濟增速將從上半財年的6.4%降至0.5%。

印度總理莫迪11月8日晚突然宣布，廢除500和1000盧比面額的鈔票，代之以新版500和2000盧比鈔票，允許人們
在年底前兌換新鈔。迄今為止，印度人已在銀行存入了價值750億美元的舊幣，並兌換了價值50億美元的舊幣。

總部位於德裏的咨詢公司CERG Advisory創始人Omkar Goswami表示：“可能需要兩到三個月時間，流通中的現金
才能或多或少恢復至（禁鈔）前的水平。”

戴德梁行：
紐約第五大道上段成全球最昂貴商業街區

綜合報導 全球知名房地產服務

商戴德梁行22日在遼寧大連發布的研

究報告指出，紐約第五大道上段以每

年每平方英尺租金3000美元的高額價

位，成為全球商鋪租金最昂貴的街道

。該報告追蹤了全球462條主要零售

街區，報告以每個國家中最昂貴的壹

條商業街的租金，為全球71個國家作

出排名，而其中有36%街道的租金取

得同比增長。

報告指出，自金融危機以來，紐

約第五大道的每年每平方英尺租金首

次出現跌幅；然而，第五大道與銅鑼

灣的租金，較其他國家最昂貴商業街

的租金，仍然昂貴壹倍以上；巴黎香

榭麗舍大道每年租金為1368美元，排

名第三；倫敦新邦德街以每年1283美

元排名第四。首爾的明洞上升至第八

位，是前十位城市中排名升幅最大的

壹個。

亞太地區方面，香港的銅鑼灣今

年繼續成為亞太區最昂貴的商業地段

，雖然區內主要街道的鋪租正面對下

調壓力，但同時亦為零售商制造了機

會，他們可以以較理想的條款租賃壹

線位置的店鋪。與此同時，上海南京

西路繼續占據亞太區榜單的第六位，

全球排名仍與去年壹樣第12位。其他

進入亞太區前十位的街區包括北京王

府井和廣州天河體育中心區等。

戴德梁行亞太區商業地產部主管

寧孝言表示，鑒於全球不穩定的經濟

前景，亞太區零售商對店鋪擴張以至

開店策略將繼續持審慎態度，預計上

述情況會持續到2017年。但寧孝言同

時強調，盡管亞太區的市場氣氛審慎

保守，但由於本地零售市場飽和，加

上投資者渴望回報，所以主要的跨國

和區域零售商都會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以保持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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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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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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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 Remodel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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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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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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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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