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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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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德州分公司 1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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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http://www.luckymoving.com

281-265-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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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名店
百樂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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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華超市
12 月 12 日於敦煌廣場盛大開業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Bulilding B,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 281.501.1820
營業時間早上 8 時至晚上 10 時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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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1299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your G

牙齒全科：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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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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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anuary 20,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hanging Of The Guard"

The inauguration of Donald Trump as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rk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our-year term of Donald Trump as President and
Mike Pence as Vice President. A public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Friday, January 20, 2017, on the West Fro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D.C.
The inauguration theme is "Uniquely American", a
phrase that highlights the inaugural ceremony as "a
uniquely American expression of our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theme also stresses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and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united behind an enduring republic." The inaugural
ceremonies held in Washington, D.C. from January
17 to 21, 2017 will include concerts,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luncheon and parade, inaugural balls,
and the interfaith inaugural prayer service. The
presidential oath will be administered to Trump during
his swearing-in ceremony on January 20, 2017 by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Roberts and the
vice presidential oath of office will be administered to
Pence by Associate Justice Clarence Thomas.
Planning
The inauguration is
being planned primarily
by two committees: the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Inaugural
Ceremonies and the
2017
Presidential
Inaugural Committee.
Although the election
was scheduled for
November 8, 2016,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began construction of the
inaugural platform on September 21, 2016.Trump and
his running mate, Mike Pence, were formally elected
by the Electoral College when it met on December 19,
2016. The win was officially certified by an electoral
vote tally by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January
6, 2017.
The inauguration theme is "Uniquely American", a
phrase that highlights the inaugural ceremony as "a
uniquely American expression of our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theme also stresses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and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united
behind an enduring republic."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and the inaugural lunche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for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elect
Pence are being planned by the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Inaugural Ceremonies, a committee
composed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s Mitch McConnell
of Kentucky, committee chair Roy Blunt of Missouri
and Chuck Schumer of New York, and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s Paul Ryan of Wisconsin,
Kevin McCarthy of California and Nancy Pelosi of
California.The committee is overseen by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Rules and Administration.
Military support to the 58th inauguration was
coordinated by Joint Task Force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providing musical military units, marching
bands, color guards, ushers, firing details, and salute
batteries.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set to
be sung by teenage American recording artist Jackie
Evancho.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and the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Chorale will also perform.
The Rockettes will also perform, although three of the
dance group have opted not to participate.
Presidential Inaugural Committee
The 2017 Presidential Inaugural Committee will
organize several other inauguration related events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elect and Vice President 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he train ride, concerts,
parade, balls and prayer service.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is Thomas J. Barrack Jr., a real estate
investor and the founder,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Colony Capital. The committee is expecting
to raise $70 million. The co-chairs of the committee
are Lewis M. Eisenberg and Roy Bailey.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e casino magnates Sheldon Adelson
and his wife, Miriam, Steve Wynn and Phil Ruffin, oil
entrepreneur Harold Hamm, businesswoman Diane
Hendricks, coal businessman Joe Craft, Gail Icahn,
wife of Carl Icahn, and Woody Johnson, owner of the
New York Jets.
Inaugur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n the inaugural platform at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began in November 2016.
Military planning for the 58th inaugural ceremonies
began with a large map exercise at Fort Lesley J.
McNair.
Performers
Jackie Evancho,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The
Rockettes, 3 Doors Down, Sam Moore, Toby Keith,
Lee Greenwood, The Piano Guys, DJ Ravidrums, Big
& Rich, the Talladega CollegeTornado Marching Band,
and The Frontmen of Country have all been confirmed
as performers for various inaugural celebrations.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D.C., Site Of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Schedule Of Events
The schedule of events is set to commence on January
19 with a wreath-laying ceremony at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attended by the President-elect and
Vice President-elect. A concert titled “Make America
Great! Welcome Celebration” will be held at Lincoln
Memorial afterwards. The following day will be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at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followed by the parade on Pennsylvania Avenue and
the inaugural balls later on. A National Prayer Service
will be held on January 21 at the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Donald Trump's inaugural address was
written by Stephen Miller, who was the speechwriter
of most of his campaign speeches.The new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will also attend several dinners
honoring them, and there will be a ball honoring the
Armed Forces and first responders.
Clergy Invocations
On December 28, 2016, it was announced that
six clergy members would give invocations at the
inauguration, among them include:
Reverend Franklin Graham, president of the
Samaritan's Purse
Cardinal Timothy Dolan, Archbishop of New York
Reverend Dr. Samuel Rodriguez, National Hispanic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Pastor Paula White,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Rabbi Marvin Hier, Dean and Founder of 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Bishop Wayne T. Jackson, Great Faith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Former Presidents Attending
Presidents Jimmy Carter, Bill Clinton, George W.
Bush, and Barack Obama, alo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wives, the First Ladies, have all confirmed their
attendance at Trump's inauguration, including Hillary
Clinton, Trump's main opponent in the election.
George H. W. Bush and Barbara Bush will not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due to health reasons.

Approximately two million bikers are planning to arrive in
Washington, D.C. by January 20, 2017. The patriotic bikers
are volunteering to attend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to assist with any safety and security during
the event.

Planned Demonstrations And Boycotts
As of mid-December, there were 20 requests for
demonstration permits for Donald J. Trump's
inauguration, including Bikers for Trump, and the
Women's March on Washington, scheduled for the
day after inauguration day. Supported by nearly 200
activis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the Women's March
is to demonstrate on issues which they perceive to be
under threat from a Trump presidency, including racial
and gender equality, affordable healthcare, abortion
rights and voting rights.
A member of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resigned
in protest because of the LDS Church decision to
perform at 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The singer,
Jan Chamberlin, stated that she felt "betrayed" and that
she "simply cannot continue with the recent turn of
events." She stated that the Choir is "endorsing tyranny
and fascism by singing for this man". More than 35,000
people have signed an online petition disagreeing with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s decision to perform
at the inauguration.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er of the
campaign, most of the signatures are from members of
the LDS church.
A number of artists who were approached to perform
at the inauguration refused; these include Celine Dion,
Charlotte Church, Elton John, Moby, and Rebecca
Ferguson. On January 15, Jennifer Holliday pulled
out of the ceremony due to gay rights issues with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and apologized to the LGBT
community for initially accepting an invitation to
perform.
Lawmakers Boycotting
A total of 65 Democratic U.S. Representatives
have publicly stated that they will not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of Trump, citing "what they described as
his alarming and divisive policies,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his election and his criticism of civil rights icon John
Lewis, a congressman from Georgia."
How to Watch 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Day Coverage
Go to these websites for full inauguration
information:
http://www.tvguide.com/news/donald-trumpinauguration-coverage-protests-how-to-watch/
http://www.mediaite.com/online/full-broadcastschedule-by-network-for-the-2017-presidentialinauguration/
(Courtesy 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Day Swearing In's Of The Past
(Not In Any Specific Order)

Barack Obama

George Bush

Ronald Reagan

Harry Truman

George Bush, Sr.

John F. Kennedy

Calvin Coolidge

Franklin Roosevelt

Bill Clinton

Dwight Eisenhower

Woodrow Wilson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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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Nixon

George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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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持續降雨 周日天氣轉晴朗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多個地區在經歷周
二夜晚的一場豪大雨，各地氾濫成災，天氣持續降雨也造成
部分地區淹水不退。根據氣象預報表示，周四下午降雨緩和
，轉為多雲時晴，周五開始降雨機率又增大，出門需攜帶雨
具。
大休士頓地區自周二晚開始，出現大範圍的豪大雨，豪
雨連連讓多個地區降雨量達到 2 至 3 英吋，少部分地區更超
過 4 英吋，周三降雨不斷，氣象部門發布水災警報，一直持
續至周三下午，連續大雨造成水位暴漲，休士頓飽受洪患，
部分學區停止上課。
根據 KHOU 氣象預報員 Brooks Garner 指出，雨勢在周
四下午 2 時趨於緩和，轉為多雲時晴，最高溫華氏 64 度，但
下午仍伴隨 40%降雨機率，夜晚則降至華氏 50 度。
Brooks Garner 表示，周五開始天氣又將轉陰天，周六降
雨機率提高，周日會出現強勁風勢，每小時可達 40 至 50 英
里，但好消息是，周日天氣晴朗，是適合出遊的日子。

休士頓地區因豪雨連連水位暴漲，
休士頓地區因豪雨連連水位暴漲
，造成淹水
造成淹水。
。(取材自 KHOU)

休士頓周末飄年味
Woodlands迎農曆春節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周末又即將
來臨，下周五就是中國農曆新年，休士頓地區
也有新年慶祝活動，在加上植樹日、音樂會和
農夫市集等活動，帶給大家輕鬆的周末假日。
植樹日(Arbor Day)：
1 月 21 日(周六)將是休士頓植物園成立 50 周
年，為慶祝這重要時刻，植物園將在上午 10 時
至下午 2 時舉辦一系列有趣的植樹活動，包括植
物園健行遠足、見證樹木成長過程、手工製作
等，屆時也會提供種子和幼苗給與會者，適合
全家一起寓教於樂，與大自然親密接觸，地點
在 4501 Woodway Dr., Houston, TX 77024。
Live Bright Bash 音樂會(Live Bright Bash)：
為慶祝休士頓一直以來為讓城市更好所做
的努力，將在周六下午 4 時 30 分於 BBVA Compass Stadium 舉辦 「Live Bright Bash」免費音樂會
。演出陣容盛大，包括著名鄉村音樂歌手 Jake

（記者黃相慈／圖與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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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符合過年氣氛，給休
士頓的孩子們在春節期間
帶來精彩的兒童節目，本
周六 1 月 21 日晚間 8 時將播
出春節特別節目 「大廚小
廚賀新年」，邀請專業大
廚芳女士，教導小小來賓
包餃子、做年糕和發糕，
呈現給觀眾傳統豐盛的的
春節美食，節目將在 1 月 25
日周三上午 9 點半到 10 點
重播，精彩內容，觀眾請
準時收看。

Owen、歌手及詞曲創作者 Raelynn
、The Last Bandoleros樂隊等，屆時
還會有一些適合全家參加的有趣活
動，免費入場，歡迎到場同歡。
Woodlands 新 年 活 動 (Chinese
New Year at The Woodlands)：
中國農曆新年即將到來，這周
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在 Woodlands 的兒童博物館將舉辦中國迎新
年活動，到時有舞獅表演、中國民
俗舞蹈表演、中國結製作、剪紙等
有趣活動，現場將充滿新年氣氛，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農夫藝術集市&領養流浪狗(Farm集市，現場將有本地生長的新鮮蔬果以及精美 Montgomery County 收容所的流浪狗活動，喜歡
ers & Artisans Market)：
1 月 22 日 這 周 日 在 Southern Star Brewing 手工藝品，順道還可品上一杯當地啤酒公司釀 寵物的朋友們不要錯過了。
Company 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將舉辦農夫藝術 造的手工啤酒。除此之外，現場也有一個領養

快樂童年春節特別節目 大廚小廚賀新年

休城社區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訪問休斯頓 受到兩岸僑胞熱烈歡迎
2017 年 1 月 17 日晚，休斯頓地區的兩岸僑
胞 800 人齊聚珍寶海鮮樓，熱烈歡迎遠道而來的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女士。氣氛非常熱烈。
洪秀柱主席在回答僑胞提問時，專門回答了
“九二共識”的內涵。她認為，“九二共識”
一是，兩岸都承認一個中國；二是，兩岸都追
求最終的統一。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前八年
執政的國民黨政府與大陸簽署了 23 項協定。但
是，馬政府只經不政，只易不難，堅持的是不
獨不統不武的政策。洪主席認為，應該政經並
行，分治不分裂。
洪主席介紹了島內政治經濟形勢，報告了
去年在大陸拜謁中山陵，及與習近平總書記會
談的情形。她與習總書記都強調要共同反對台
獨。洪主席還報告了在民進黨政府打壓下，國
民黨面臨的經濟困境。呼籲海外僑胞發揚傳統

的精神，給與幫助。她
借用了孫中山先生的名
言：“華僑是革命成功
之母”。
當晚參加歡迎洪秀
柱女士的，除了當地泛
藍團體外，還包括來自
中國大陸的僑胞。全美
華人協會會長及江蘇省
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喬
2017 年 2 月 17 日晚
日晚，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左二
左二）
）與全美
2017 年 2 月 17 日晚
日晚，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左一
左一）
）
鳳祥博士告訴記者，當
華人協會會長及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喬鳳祥博士（
華人協會會長及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喬鳳祥博士
（右
訪問休斯頓。
訪問休斯頓
。全美華人協會會長及江蘇省海外交流協
他告訴洪主席他來自江
一）及華人協會理事謝忠
及華人協會理事謝忠（
（右二
右二）
）和著名攝影師盧耀輝
和著名攝影師盧耀輝（
（左
會副會長喬鳳祥博士（
會副會長喬鳳祥博士
（右一
右一）、
）、理事謝忠
理事謝忠（
（右二
右二）
）等
蘇時，洪主席高興地說
一）等在休斯頓珍寶海鮮樓合影留念
表示歡迎。
表示歡迎
。
她剛訪問過南京中山陵
，表示出對孫中山先生
的敬仰和追隨之情。喬會長代表華人協會的新 老會員歡迎她到休斯頓來，並祝洪主席在休斯 興，並與喬會長及華人協會理事謝忠和著名攝
頓和美國剩下的行程旅途愉快。洪主席非常高 影師盧耀輝等一起合影留念。 （文/圖：丹陽）

堅決反對蔡英文利用過境搞台獨小動作
美南江蘇總會會長、世界名人網副總裁 陳韻梅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赴中美洲
“友邦”訪問，並安排在美國“過境
”休斯敦，出訪洪都拉斯、尼加拉瓜
、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四個邦交國。
這也是蔡英文上任後的第二次出訪。
今年六月，蔡英文出訪巴拿馬和巴拉
圭後曾過境美國邁阿密。美南江蘇總
會同鄉會對任何企圖在國際上製造
“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
灣獨立”的行徑表示堅決反對。
我剛來美國的時候在加州上班，
一位同事是台灣來的工程師，他對我
說，台灣用的字、說的話、使用的語
言都是與中國大陸一模一樣，文化習

俗也是源於中華文化，說明台灣和大
陸同根同源，本就是一體。三十年來
，台灣的商人、藝人在大陸獲得長足
的發展，近十年來的經濟文化交流朝
氣蓬勃，說明大陸和台灣不僅互補，
更是不可分割。現在蔡英文通過一些
政治手段，做“去中國化”和台獨的
事情，搞過境外交，破壞兩岸長期以
來建立的和平交流機制，這是十三億
中國人和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以及海
外華人華僑都不會答應的。
針對蔡英文搞出的“過境”美國
小動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 12 月 7
日例行記者會中一語道破：“他們背

蔡英文過境美國—我的思考
休斯頓安徽同鄉會會長 方勝

蔡英文過境美國引起了多方的關
注。究其根源是因為蔡與美國的官方
接觸可能造成台獨思想的膨脹！同時
官方的接觸也從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美
國的一中政策。為什麼美國奉行一中
政策的同時，還不時地發生這種官方
接觸的事呢？我個人猜想有這兩個方
面的原因：
1，政客獲得更多的政治籌碼，從而

得到對中國某種外交上的優勢或利益
；
2）美國政府尋求某種可能的經濟利
益，比如軍售。而作為一個區域的領
導人，也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凸顯一下
自己的才幹，當然也希望在這種三方
的微妙關係中獲取更多的利益。這樣
一拍即合。
本人覺得台灣獨立是不可能發生

第三屆休斯頓花果樹盆栽評選活動通知
由亞美園藝協會，休斯頓炎黃堂，黃氏宗親會，和休斯頓廣州聯誼會聯合舉辦第三
屆休斯頓花果樹盆栽評選活動將於 1 月 21 日在黃氏宗親會所舉行，歡迎大家將你自己的
創意花果樹盆栽登記參評。
評選活動將由資深人士擔任評選委員會委員，採用公正透明的方式進行公開評審，
現場評審，評審後當場宣布評審結果； 將評選出一等獎 1 名，二等獎 1 名；三等獎 1 名。
獎品有柑橘樹、桂花樹等和獎狀。
所有參賽花果樹盆栽作品都需要在 1 月 16 日前完成登記，並且於 1 月 21 日上午 10 點
前由參選人將參展作品送到黃氏宗親會所，進行統一編號參評。
參評結束後，將由參選人負責自己取回自己的作品。
歡迎大家參賽，報名請聯繫邵啟明（9792196903 或者電郵 qiming.shao@yahoo.com)

後有何政治目的，我想
各方心裡應該是很清楚
的” 。國台辦新聞發言
人 安 峰 山 12 月 14 日 也
再度重申，我們一貫以
一個中國原則對待台灣
的對外交往問題，堅決
反對任何企圖在國際上
製造“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和“台灣
獨立”的行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在 29 日例行記者會上再次重申，
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也是我們處理台灣對外交往問題的

的。其主要原因是因台灣所處的特
殊地理位置及她所包含的戰略意義
，台灣獨立對中國大陸只有壞處沒
有好處。台灣獨立將導致與大陸有
武力衝突的危險！
那麼台灣獨立對台灣人就有好處
了嗎？在我看來，也只有壞處沒有好
處！且不說武力衝突的危險，離開中
國，台灣的經濟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政治上的利益對當權者可能會有所提
升，但對廣大的台灣人民不會提高社
會地位。因為隨著中國的發展，作為
一個中國人會越來越覺得自豪！台灣
經濟有賴於大陸市場，而良好的政治

一貫原則，希望有關國家慎重處理涉
台問題。關於台灣地區領導人可能過
境美國問題，我想大家對其真實意圖
都是非常清楚的。我們希望美方恪守

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
則，不允許其過境，不向“台獨”勢
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
護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和平穩定。

關係只會使普通台灣人受益。
台灣人將自己分為外省人和本省
人，這本身就說明了台灣人意識裡是
沒有台獨思想的。說白了，台獨實際
上是某個或某幾個當權者蠱惑本省人
獲取自身利益的一種自私行為！台灣
教科書中將鄭成功收復台灣寫成了一
次入侵，這是對台灣年輕人的一種誤
導。日本侵占台灣 50 年，台灣人不能
說中文，不能吃大米飯，只能吃雜糧
，台灣人只能是低等人，在百般奴役
後，再採取後期的懷柔政策，讓台灣
人可以取個日本人的姓，可以把中文
作為第二語言，難道這些就可以讓台

灣人忘記了祖輩，忘記了屈辱？鄭成
功收復台灣把台灣人民從荷蘭殖民者
統治下解救出來，又怎麼能跟日本的
入侵相提並論呢！這樣做是對歷史的
遺忘，是對屈辱的遺忘。歷史教科書
的編輯不覺得自己愧對祖先嗎？
縱觀歷史，台灣就不曾獨立過！
鄭成功的直系後代曾經想從清朝政府
獨立出去，結果施琅這樣的人物就出
現了。歷史是無法改寫的，我們都應
尊重歷史！希望慘痛的歷史不要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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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歡迎國民黨主席洪秀柱餐會周二晚舉行
席開72 桌，一晚募款八萬餘元，泛藍團結熱情再現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由於台
灣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挾著在議會多
數黨的優勢，對國民黨黨產進行追殺
，凍結黨工們的薪資和退休金，企圖
毀滅、消滅國民黨，為了解決目前所
面臨黨產問題的困境，國民黨主席洪
秀柱一行六人，於本周二（ 1 月 17
日） 下午飛抵休士頓，並參加當晚的
募款餐會，希望藉由此次訪問，能在
海外募集資金，協助解決黨產危機。
主辦此次餐會的主辦人中國國民
黨休士頓分部常委甘幼蘋首先在餐會
上致歡迎詞，很高興今晚非常難得有
這麼多貴賓聚集在這裡，有遠從奧斯
汀，San Antonio, Corpus Christi 來的支
持者，他們有的開了二，三個鐘頭的
車，達拉斯，Corpus Christi 更是開了
將近五個小時，來支持洪秀柱主席，
支持中國國民黨，支持我們的故鄉中
華民國。甘常委也即席介紹隨同洪主
席前來的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郭昀光主
任，章秋菊專員，侯一罡專員，馮怡

超專員，及本黨最年輕的朱挺玗常委
。甘常委說：民進黨上台後，鼓吹世
代對立，職業對立，不論「 一例一休
」「 核災地區食品的進口」 還是「
年金的改革」，都是他們說了算數，
讓老百姓怨聲載道。去年民進黨又成
立「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國民黨
帳戶只准存入，不准提領或匯出。被
執政當局追殺，甚至在國民黨交出瘦
身方案後，仍不肯解凍黨工們的薪資
和退休金，逼得洪主席不得不風麈僕
僕，到海外來募集資金，協助解決黨
產危機，甘常委呼籲大家發揮海外華
僑愛國、救國的心、以具體行動，來
支持我們的主席-- 洪秀柱、支持中國
國民黨、支持我們的國家中華民國。
洪秀柱主席的致詞從她去年的總
統大選被換角的感受談起：雖有遺憾
，但絶無怨恨，雖然當初本意，只是
「 拋磚引玉 」，結果演變成：主角
戲演一半，換了主角！洪主席說：（
一 ）那不是我人生的規劃。（ 二 ）
個人的輸贏不算什麼，但
黨的成敗在我心中。去年
大選揭曉，國民黨不但失
去了總統位，國會失去多
數，「 九合一」 選舉及
「 大選失敗 」，國民黨
士氣消沈到難以形容的地
步，本黨讓大家失望，我
深深代表中國國民黨向各
位表示無限歉意，我們對
不起大家！
洪主席說： 去年，前年
，流行一句話「 國民黨不
倒，台灣不會好」，可是
，民進黨上台七個月，台
灣有更好嗎？我們很痛心
發現，周六、周日，一波
波的群眾走上街頭，所有
觀光產業： 遊覽車業、旅
館業、餐廳、飯店，都上
了街頭，發出怒吼，還有
圖為中國國民黨洪秀柱主席在餐會上發表演講 軍公教警消全部，這個社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會，各行各業，都發出不

滿的聲音。蔡英文曾要大
家「 大聲說出來」，但這
些上街頭，掀翻桌子的人
，面對的卻是冷冰冰的
「鋸馬」和警安人員。政
府曾提到「 謙卑 」 ，「
溝通」，年金改革，造成
行業對立，兩岸斷絶溝通
管道，「 核食 」引起外交
關係倒退，漁民面臨「 太
平島」 變成礁，「沖之鳥
礁」變成「 島 」，漁民還
需靠自己開船護漁-----因為
國民黨失去政權。國民黨
這個百年政黨幾十年在台
灣深深耕耘，播種，我們
曾為「 亞洲四小龍」 之首
（ 圖二
圖二）
）為籌辦此次餐會的中國民黨休士頓 分部常委甘幼蘋
分部常委甘幼蘋（
（ 前排左三
前排左三）
） 及捐款
，教育普及，人家不是說
千元以上的支持者與洪主席（
千元以上的支持者與洪主席
（
前排中）
前排中
）
合影。
合影
。
「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為何我們播下了種子？
人心！我們的中心思想在那裡？我們
洪主席也談到兩岸的共識：（ 一
我們為何失去人心？
的核心價值在那𥚃？我們失去社會的
）
一中原則，（
二 ）兩岸共同「 統
洪主席說現在她黨主席的位置，
支持，我們在不該妥協的時候妥協，
一」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我們
面臨了「 前所未有 」的困境---- 去年
7 月 25 日，立法院多數暴力，他已完 我們在不該放棄的地方放棄！我們失 認知的一個「 中國」 是中華民國，
全執政，卻有違法，違憲條件，他們 去我們的理想和抱負！「 人云亦云 這叫「 一中各表 」，而對岸是「 一
用一切手段，迫使中國國民黨動彈不 」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百年政黨所 中不表 」，我們簽定了 23 個協議，
得。我們希望在兩年之內，結算所有 累積的「 醬缸文化 」會有一定程度 升化「九二共識」！馬總統當時是「
退休人員退休金，及精簡人事方案， 的反撲，反彈！洪秀柱表示： 只要我 只經不政」，「 只易不難」，「 不
他們連這個也要進行一連串的追殺， 作黨主席一天，不論遇到再大的壓力 統」，「 不獨」，「 不武」，兩岸
用行政力量凍結，他們用行政力量作 ，自反而縮，只要大家支持真理，「 「主權」互不承認，「治權 」 互不
違法司法判決，無視法院的裁定，仍 雖千萬人吾往矣！」洪秀柱說：「 競 否認。她希望：政經並行，希望把「
然一意孤行，拒絕我們要求解凍本黨 爭 」 不等於「 鬥爭 」，我們要接受 否定句」 ，改為「 肯定句」 ！我們
在銀行的支票，去年九月，十月的薪 「 競爭」 的時代已來臨！我們同志 的共識是反「 台獨」，「 九二共識
水，是我以個人名義向朋友調借現款 個個都很優秀，應把心中的想法，願 」 互信基礎不變。
洪主席表示：希望以無私無我，
九千萬，國民黨已「 志工化 」，我 景，抱負在愛護的國民黨面前，把它
說出來！我們「
競爭而不鬥爭，論述
無畏無懼，改變我們的政黨，在追求
這專職黨主席，不領國民黨一毛薪水
，副主席，地方黨務委員也不支薪， 而不揭短」，樹立民主典範，團結不 自由，民主的方向，為國家找一條出
路！
我們現在還是 11 月 ，12 月發半薪， 代表「 和稀泥 」！
洪主席表示：此行是（
一
）感
當晚僑胞們支持國民黨的熱情又
黨工同仁這個年要怎麼過？有人建議
謝僑界所有朋友對本黨的支持，（二
回來了！在洪主席的演講中，共鳴的
，把「 黨產」 捐作公益，這黨產民
進黨八年早就清算一遍，這已不是我 ） 宣傳本黨思想，道路，方向。（ 掌聲，叫好口哨聲不斷！席開七十二
們的資產，而是「包袱」！今天我們 三 ） 希望發揮「 華僑是革命之母 」 桌，七百多位來自美南各地的老中青
檢討：人心回來比千金回來還要重要 ，希望大家伸出援手！中華民國不能 僑胞，大家踴躍捐款，現場還拍賣字
！百年政黨到改變的時候了，我們要 沒有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必需存 畫及 T 恤，一晚上籌集捐款美金八萬
餘元。
重新找回本黨黨魂！我們必須要找回 在是有它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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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迪再生醫學獨創研發的生命核
引領心腦血管疾病康復邁入新紀元

（記者陳松/休斯頓報導）
百慕迪是一家擁有多項生物電
“無創血管正常化”全球專利
的再生醫學機構，其對血管病
變的無創修復應用已在高血壓
防治領域獲得 SFDA 的二類醫
療器械市場准入。在臨床後研
究發現其對心臟病、腦卒中、
糖尿病足、靜脈曲張、男性性
功能障礙以及失眠等症狀有獨
特的表現，進一步的臨床試驗
已在美國哈佛大學布萊根醫院
及美國梅奧醫院展開。該技術
有望成為醫藥、疫苗之後第三
種針對血管疾病防治的有效新
療法。
百慕迪展望：百慕迪擁有
的生物再生因子庫和生物電子
醫藥庫由幾十種電子配方組成
，其中促進內皮細胞再生的百
慕迪 R7 BBT-1 只是其中的一
種。世界衛生組織預測，下個
世紀將是預防醫學為主的醫療
體系。百慕迪 R7 的兩大因子
庫將成為在西醫和中醫之後一
個全新的生命預防康復體系。
這一體系代表著先進的預防醫
學。其通過幫助體內器官組織
細胞恢復生長，調節體內細胞
的活性和代謝水平，從而促進
各種慢性病自身康復，堪稱是
未來朝陽醫學。百慕迪 R7 的
研發成功，是人體再生醫學領
域的一大顛覆性突破，必將成
為人類生命醫學史上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
由豐富血管組織構成的循
環系統是人體內最大的器官之
一 。 “R7” 技 術 通 過 促 進 內

皮細胞的數量和功能增加，促
進新的血管組織生成，從而改
善和恢復自身的心血管正常供
血功能。上海復旦大學藥學院
對生命核的測試結果顯示，經
過每次 8 分鐘的刺激，體外培
養的人臍靜脈內皮細胞增殖與
對照組相比具有明顯的增加，
且具有統計學意義；原發性高
血壓大鼠的動物實驗證實，經
過“R7”技術 Bioboosti 的刺激
，大鼠血壓明顯下降；對 BaCl2 誘導的大鼠室性心率失常
試驗結果顯示，該技術可以明
顯縮短大鼠心律失常的時間。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
醫院所進行的“R7 技術”對內
皮細胞的改善試驗研究結果顯
示，該技術可明顯增強大鼠左
心室的功能，可明顯增加急性
心梗大鼠的內皮祖細胞數量和
功能，促進促血管生成因子如
內皮生長因子、一氧化氮和一
氧化氮合酶的明顯增加。中國
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進行
的“R7 技術”對腸易激綜合症
（IBS）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
該技術對大鼠 IBS 結腸炎具有
顯著的治療效果。上海交通大
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和上海
市徐匯區中心醫院的臨床試驗
結果顯示，“R7 技術”可明顯
降低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血壓
。 “R7 技術”可在短時間內
不開刀、不吃藥、無痛苦地促
進受損血管組織再生，這必將
引領全球心血管疾病治療朝著
人體自身受損心血管再生療法
的新方向快速發展。

心腦血管健康認準生命核

“R7” Bioboosti 基於脈衝
電 磁 場 （PEMF） 領 域 的 生 物
電磁場（BEM）微生波技術，
由美國 Biomobie 實驗中心的生
物生化專家、電子電路集成專
家、通訊系統工程專家以及多
個醫療專業專家聯合研發。根
據勞宮穴和湧泉穴的臨床功效
，積分波微磁場治療儀應用特
定波形的積分脈衝微磁場，作
用於勞宮穴及湧泉穴，通過對
這兩個穴位的按壓作用和在這
兩個穴位產生感應微電流、改
變細胞膜通透性、擴張血管和
增加微循環血流量，對輕中度
原發性高血壓病服藥患者起到
調節血壓的作用。經過前輩科
學家在該領域近半個世紀的不
斷 探 索 ， “R7 技 術 ” 終 於 把
PEMF 領域的 BEM 微生波生命
科技推上了一個嶄新的實用階
段。就像由 IBM 當年巨大而笨
重的第一代電腦發展至今的
“掌上型”電腦一樣，美國矽
谷 Biomobie 的研究團隊經過數
年無數次的反复實驗和不斷的
系統升級，成功地研發出了具
有特定脈衝微磁場波形數學模
型 的 生 命 核 -Bioboosti 系 統 。
這一系統包括兩大數據庫平台
，一個是受損器官再生修復數
據庫平台，又稱“再生密碼因
子厙”；另一個是預防和治療
疾病的配方數據庫平台，又稱
“生物電子醫藥庫”。這兩大
數據庫可供醫學專家通過個人
電腦隨時進入選用。
“R7 技術”Bioboosti 是人
類延緩衰老、預防和治療疾病

的劃時代創新生命科技技術，
是人類在人體再生醫學領域的
重大突破。 R7 除了在心血管
疾病康復領域的特殊療效外，
在其它器官修復、亞健康康復
的臨床應用上也展示了巨大的
潛 力 。 “R7 技 術 ” Bioboosti
技術的多項專利科研成果必將
使數以億計的現代人從中獲益
。
在美國百慕迪實驗中心，
“R7” Bioboosti 技術己取得了
可喜的多項實驗研究成果。百
慕迪 Biomobie 正在與中國各著
名大學的心血管領域專家以及
各大醫療機構合作，開展心血
管領域更大規模的臨床冶療，
開拓一個嶄新的心血管疾病和
亞健康人群的康復之路。
R7”BBT-II 為“R7”技
術中的一員，是促進人體受損
心血管再生的移動生物引擎。
它能促進內皮祖細胞再生，促
進血管生成因子如內皮生長因
子、一氧化氮和一氧化氮合酶
生成增加，進而促進毛細血管
組織再生，促進心血管疾病的
康復。R7 BBT-II 採用不開刀
、無痛感、無毒副作用的人體
自身康復療法。它是 21 世紀人
類通過高效激活心臟血管內皮
細胞再生，從而達到治療和預
防心血管疾病並從根本上康復
心髒病和高血壓的嶄新生命再
生科技技術。
[R7 BBT-II 康復過程]
1.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在生命核
中心進行檢查及相關數據收集
2.為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定制 R7

BBT-II 微 生 波 治 療 方 案 及 第
一次現場治療
3.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離開"R7"
中心。每天按照專業人士建議
的使用方法和使用頻次進行使
用，42 天后患者回到 R7 中心
進行複查。己康復的患者可進
行其它病症的調節或抗衰老的
終生健康療程。為延年益壽、
擁有年輕的血管，建議患者每
天使用”R7“技術。
4.每年為使用者進行一次"R7"
技術的療效評估。地球磁場是
一個動態的磁場，這一動態磁
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元素
之一，人類通過動態磁場而獲
取所必須的生物能量、生物電
流，以促進骨骼、肌肉等器官
的生長。美國 NASA 宇航員離
開地球返回地面後，骨質疏鬆
和肌肉萎縮證實了動態磁場是
人類賴以生存的一個基本元素
。
地球磁場影響人體正常生
理節奏，保障人體正常健康狀
態。 "R7"基於這一生命成長元
素，經過精準計算和大量的實
驗統計，提煉出人體受損血管
再生修復所需的生物脈衝電磁
(電流) 強度、頻率和波形。這
一生物電磁參數有效範圍非常
狹窄，超出其有效範圍則不會
有受損血管再生的效果。 "R7"
的生物電磁類似於地球磁場，
是人體心血管再生所必須的微
生磁，完全不同於以電信傳播
為目的而產生的高頻電磁波，
兩者電磁特性完全不同。 "R7"
能耗大大低於手機能耗。

每天握一握健康生活您掌握

根 據 ICNIRP Guidelines (
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指
導方針)，PEMF 不會對人體產
生不利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對
哺乳動物胚胎髮育及出生後的
生長發育不存在有害效應，不
會對人體產生致畸作用和腫瘤
變異作用。而 Bioboosti 所發射
的磁場即是 PEMF。
根據中國藥監局磁療產品
註冊技術審查指導原則，Bioboosti 的磁場強度 0.22mT 明顯
低於藥監局磁療產品註冊技術
審查指導原則中規定的磁場強
度安全範圍限值 200mT，甚至
低於其需監控的最低值 0.5mT
。可見，Bioboosti 對人體是安
全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
大學進行的"R7"對正常大鼠神
經的試驗結果表明，"R7"對神
經元無不良影響，提示"R7"對
使用者不會產生不良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
醫院和上海市徐匯區中心醫院
臨床試驗結果表明，”R7“技
術的臨床使用安全性較好。
綜上所述，百慕迪"R7"技術具
有較好的臨床使用安全性。
百慕迪（上海）再生醫學
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長寧區仙霞
路 99 號尚嘉中心 3001-3006 郵
編：200051 電話：4006738776
傳 真 ： 021-60673966 郵 件 ：
info@biomobie.com
網址：www.biomobie.com
相關信息請掃描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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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Alliance

全通貸款

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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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TX NMLS #2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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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頂好超市
Ran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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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

☆
☆
☆
☆
☆

惠康超市

Bellaire Blvd.
Beechnut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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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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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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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ortgage-alliance.com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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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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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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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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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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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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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督二脈 真氣療法】 養生講座
您有失眠、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頻
尿肥胖、男性隱疾、骨質疏鬆、過敏老化的現
象嗎 ? 涂老師傳功近 40 年的養生大法「 道家
氣功」「強陽鐵襠功」在短時間內就能改善您
的健康。國際大師涂金盛將於休士頓舉辦免費
講座， 1 月 21,22 日 ( 六、日 ) 下午 2-5 點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9800 Town Park Dr.Houston, TX
77036 , 諮詢電話 :626-400-9699 請上網瀏覽
www.MasterTu.com
國際主流媒體全球報導譽為氣功界的奇
葩，氣功大師涂金盛全球傳功 41 年受益無數
人，氣功論文多次獲大獎、真氣外放多次接受

涂金盛老師公開 41 年的養生精髓功法心法最
新著作現場選購收藏

世界科學家測試，超能量氣功界之最。國家地
理雜誌採訪 [ 強陽鐵襠功 ] 拖萬磅飛機全球第
一人。
涂老師現場分析 [ 鐵襠功 ]，如何開發男
性萎縮的睪丸，促進雄性激素，睪固酮分泌，
讓骨質更強壯，活化肌肉、血管；腦細胞，防
止老人痴呆，甚至肝腎功能，諸多頑疾息息相
關，並預防癌症腫瘤，再造男性雄風。何謂【鐵
襠功】? 為何要用男性陰部吊重量，許多人心
存懷疑 ? 甚至沒聽說過，還有人怕怕是否會受
到傷害。涂老師表示 : 傳功 40 年從未有弟子
受傷，且受益無數人，弟子遍佈全球。會受傷
的原因就是 ;1. 無師自通閉門造車 2. 師承教導
錯誤。經由醫學血液測試證明 : 練鐵襠功不到
一個月，男性雄性激素迅速提升。雄性激素是
生命泉源的加油站。更年期的女性荷爾蒙來自
腎上腺，雄性激素男性賀爾蒙與女性荷爾蒙亦
有體內原子彈之稱。
涂老師傳功數十年來，桃李滿天下，受益
無數人，數十年氣喘、骨質疏鬆、心臟乏力、
尿酸痛風、腰酸背痛、前列腺肥大頻尿、失眠、
花粉過敏、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心血
管疾病無形殺手、慢性疾病，透過自然養生煉
氣，恢復健康多不勝舉。涂老師一點不保留，

傳您傳功 41 年的養生大法，開通任督二脈奇
經八脈，提昇生命能量，抵抗惡疾延長壽命。
現場將展出涂老師新作【經絡運動】第一
本經絡穴道運動 MET 強化骨骼肌 , 活化臟腑
360 穴 . 矯正脊椎全身關節之養生大作。台灣
暢銷書籍養生著作【道 21 世紀養生高智慧 】
揭開山醫命卜相五術 , 知命 . 修命 . 強命秘訣，
【房中養生愛之道】第一本揭開男女強腎、提

昇賀爾蒙練功要訣及房中禁忌，彩色圖文並茂 ,
公開涂老師近 40 年的精髓功法心法大揭秘。
【隱仙派涂家太極氣功】，傳家寶典 DVD :
1. 八大奇功 2. 四大名功 3. 採氣發功 4. 練氣心
法。現場收藏或網購。講座會後將有 [ 養生氣
功班 ] [ 強陽鐵襠功 ] 開班，休士頓 1/23 開課 ,
由涂老師親自傳授。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 只做對一件事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是德克薩斯州境內唯一
皮膚修復專門店，沒有其它項目，只有祛除皮
膚衍生物，采用日本鐳射技術，一次性，不流
血不留疤痕，97% 的各種衍生物都可以修復，
能做到顏色與紋路與周邊皮膚完全吻合，只有
手術刀疤和孕辰紋不可以修復，西人在皮膚修
復方空是舉輕若重，在這裏是舉重若輕，在這
方面 cindy 己做到極致，
下面講幾個實例：
張女士因脂肪代謝障礙在眼角形成膽固醇
沈積黃斑，去了幾個地方，都要采用開刀，這
樣必然留下疤痕，在這裏不流血，不留疤痕完
美解決。另一劉女士帶兒子來，男孩脖子上長
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息肉，去西人那裏是用出剪
刀剪的，小的息肉等長大後再剪，到這裏凡放
大鏡下能看到的一次除去，不流血。有兩個白
人女孩一起來想祛除臉上的斑，一個女孩沒有
問題很容易祛掉，另一女孩告知不能祛掉，這
女孩不死心，連問了五遍，cindy 告訴她若誰
說能祛掉是經驗不足，要十分小心，那女孩說
己經去過七個不同的皮膚科醫生那裏治了七次
都沒掉，cindy 說若你先到這裏將會被告知什
麼都不要做，只能用粉底蓋。另一越南華僑女
士也是相似的故事，cindy 告她什麼也不要做，
只會浪費時間和錢，那華僑說己在河內，香
港，紐約等十個不同的地方折騰了十次。有一
次一個北京來的女孩來做全臉皮膚修復，cindy
指出全臉每個問題都可以袪掉，只有靠眼角這

個地方不會碰的，這地方起碼被弄過
二次以上，第一個人沒有經驗弄深了
己造成疤痕，不能再修復了，後面的
人沒經驗又上去將問題擴大了，這北
京女孩講被弄過三次，第一次是冷凍，
後兩次是化學方法，cindy 指出沒經驗
凍深了。來這裏的客人有一半是男士，
有一西裔男士在眼下鼻梁旁天生長了
一個巨大的又黑不厚的痦子，十分影
響相貌，人看後不敢看第二眼，可與
之講話不看他的臉又十分不禮貌，這
事一直困擾他，去看過許多地方，都
要用刀割，當來這裏的時候，cindy 說
你找對地方了，千萬別用刀割，將會
產生新的問題疤痕，經過 cindy 施治，
完全除去很完美，還有了女朋友。
另 一 男 士 來 除 臉 上 的 老 人 斑，
cindy 問為何鼻子上的大痣不一起祛除
呢，這痣比正常的大痣大十倍，這客
人講小時候媽媽用某種藥物除，結果
不但沒祛掉反而長大十倍，曾訪遍專
家中的專家都要用刀割，還要在身上
取一塊皮膚補上，cindy 講不用這麼麻
煩，這裏是專門店，今天弄完後就將
它取下來不會流一滴血，那地方就平
了。弄完後你就會理解什麼是舉重若輕了。困
擾他幾十年的問題完滿解決。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有過海量客人經驗，這

BEFORE
些年只做對了一件事，邦助過很多人，提供免
費咨詢，價格親民，負擔得起。
電話 713 378 1590

Come Grow With US !

1.35

AFTER
地 址： 中 國 城 6100corporate Dr 378
houstonTX77036 福祿大樓三樓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
OTHERSBEFORESELF-OTROSANTESDEUNOMI
SMO-先人后己”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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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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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281-568-8888 ext.1117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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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8444583927

WWW.
I
LTEXAS.
ORG

今天就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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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肥羊中國新年期間特價優惠活動即日展開
吃 $100 送 50，吃 $50 送 25 , 僅限 1 月 27 日至 2 月 11 日

（ 本報記者秦鴻鈞）內蒙古「小肥羊」火
鍋店為慶祝中國新年及休士頓 Super Bowl , 特
舉辦中國新年期間特價優惠活動，凡在 1 月 27
日至 2 月 11 日前往者，吃 100 元送 50 元，吃
50 元送 25 元，即消費滿 $100 元即贈送 $50 元
代金券，可用於下次消費。
您多久沒來「小肥羊」大塊吃肉啦？作
為休士頓第一家「小肥羊」連鎖店， 這家位
於 Westheimer 與 Fountainview 交 口 上 的「 小

肥羊」，打著「不用蘸小料的火鍋」的招牌，
九年來在休士頓打出一片天，因為他們改變了
吃火鍋的傳統模式，也改變了許多人的進食習
慣。
60 餘味藥材熬製的鍋底，濃湯，是訣竅，
這種不需蘸料「涮」火鍋，涮出美味與健康。
再加上上等牛、羊肉，由他們進行了精細加工
後，才送到顧客面前，每一盤肉均來自牛羊的
不同部位，口感細膩，香氣四溢，自有別於一
般，火鍋店的單一模式。
顧名思義，「小肥羊」以大草原的精品牛、
羊肉起家，還有各種滑蝦，鮮墨魚等海鮮，每
一款都精緻可人，每一款都博得滿堂彩，令每
一位食客大塊朵頤。
「小肥羊」這種「任點任食」活動原則上
是限二人以上堂食，最好是一大群知己好友歡
聚一堂，盡情享受多種原料，聚集於一鍋，一
鍋煮天下的樂趣，該店歡迎八人或以上來電預
約桌位。
「小肥羊」地址：5901-A Westh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定座電話：（713）975-0687
小肥羊（百利店）地址：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1-1153。

十號公路大華超巿內「 韓國化妝品」（Cecil Cosmetic)
現正舉辦慶祝農曆新年化妝品促銷活動，多買多送，送完為止

圖為位於十號公路大華超巿內的韓國化妝品店「Cecil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十號公路上
的大華超巿進口處的「 韓國化妝品」（Cecil
Cosmetics) 現正舉辦慶祝農曆新年化妝品促銷
活動，您只要花少於平常甚多的價格，就可買
到還原您肌膚十年之美的韓國名牌保養品，包

括：Whoo 後，韓國最頂級的化
妝品牌，以及 OUHI 等各式名牌
禮盒，從面霜，精華油，洗面奶，
滋潤乳液，面霜，是自用及佳節
饋贈親友最高級的禮品，歡迎喜
愛韓國化妝品的仕女，儘早前來
搶購，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把握
良機，先到先得，促銷品有限，
賣完即止。
隨著「韓劇」風行於世界各
地，那些肌膚似雪，有若絕世佳
人的韓國美女所用的化妝品，也
隨之在世界各地造成風潮。一家
Cosmetics」。 韓 國 化 妝 品 專 賣 店 ——「Cecil
Cosmetics」成為中國城第一家韓
國化妝品店，推出著名品牌，如 WHOO HUI
等 多 種 品 牌 的 韓 國 化 妝 品， 該 店 的 WHOO
後是來自韓國的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名品，是
屬於 LG 的生活健康著名化妝品牌。 2003 年
“WHOO 後”品牌於韓國上市，源自宮廷的

獨秘配方，讓廣大的韓國女性為之瘋狂與傾
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理念，就是
對高品位、高格調之美的追求。當歲 whoo 品
牌 LOGO 月追溯到時間隧道遙遠的彼方，對
於身為絕世佳人的皇後們來說，宮廷美容秘
方——拱辰丹，可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珍貴的
寶物，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生輝的皇後們那
高雅清麗的面容。經過數百年、數千年的傳
承，拱辰丹的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並經現
代科學的輔佐，而成為今世“WHOO 後”品
牌的核心成分。2006 年 9 月，“WHOO 後”
品牌在中國華麗登場。目前，其在中國的形像
專櫃已達數十個，遍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
市。而此次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新代言人：
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姐的完美詮釋，必將引
領宮廷韓妝的新潮流。
自 2003 年品牌誕生至今，“WHOO 後”
始終倡導以現代科學為依據，融合神 whoo 化
妝品秘的宮廷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應用韓

國 LG 化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學技術，以及大
韓韓醫皮膚科學會古老傳承，再現專為肌膚開
發的宮廷美容秘訣的神秘處方，為亞洲女性帶
來最適合東方人肌膚的美容盛宴。
“WHOO 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系列，
就是以匠人的精神為底，將最好的韓方成分以
最佳的方法調配精制而成的名品，令肌膚回到
10 年前活力的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取自
天然山參、天山雪蓮、鹿茸、冬蟲夏草等名貴
藥材和 55 種五行成分，促進氣血精循環，保
濕美白同時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
讓肌膚煥然一新，如若初生。
韓國化妝品專賣店「Cecil Cosmetics」除
推出各種化妝品，保養品外，還有美髮用品，
染髮劑，只要到「Cecil Cosmetics」走一趟，
包管您從頭到腳，漂漂亮亮。氣質出眾。該店
地址：I-10 & Blalock , 大華超巿內（99 Ranch
Market )Houston TX 77055, 電 話：713-4684500

2017 休士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周日舉行

德州州議員 Jim Wu ( 吳元之 ） 帶來賀狀，由主席梁成運（ 右二）及副主席
劉志恆（ 左二 ）及共同主席謝忠（ 左一），喬鳳祥（ 右 一） 代表接受。

美國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由代表張晶晶（ 左三） 帶來賀信，由主席梁成運（ 右三 ），副
主席劉志恆（ 左二 ），及共同主席（ 左起）謝忠，喬鳳祥，浦浩德代表接受。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晚宴副主席劉志恆（ 前排 ）致詞，（後 排 ) 為
主席及共同主席。

心之韻歌舞藝術團表演「 我為祖國獻石油」，
「 節日歡歌 」。

台灣社團代表（ 左起 ） 劉志恆，徐朗，皮梅仙，
浦浩德演唱台灣歌曲「 高山青 」。

周洁曉慧舞蹈學校表演舞蹈「 花腰女 」

晚宴主持人（ 左起 ）陸峻，趙金，馬健，譚陵娜。

出席晚宴的貴賓（ 右起 ）中國駐休士頓
副總領事劉紅梅，越南駐休士頓總領館副
總領事 Binh Lai Thai, 晚宴主席梁成運，共
同主席浦浩德。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成員在餐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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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值得外資“
“深耕
深耕”
”
未來機會將更多
商務部近日發布的中國吸收外資數
據顯示，2016 年，中國吸收外資規模總
體保持穩定，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8132.2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4.1%（未
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數據，下
同 ） 。對此，專家指出，在全球外國直
接投資（FDI）出現大幅下滑的背景下，
中國吸收外資取得這樣的成績，說明外
商對華投資仍充滿信心、依舊看好中國
市場發展潛力。

較高增速，日本對華投資逆轉了連續兩
年大幅下跌態勢。商務部數據顯示，
2016 年，美國、歐盟 28 國對華實際投資
同比分別增長 52.6%和 41.3%。亞洲投資
來源地中，澳門特區、韓國實際投入金
額同比分別增長 290.3%和 23.8%；日本
全年實際投資同比增長 1.7%。
在 跨 國 公 司 對 華 投 資 方 面 ， 2016
年 ，新設立投資總額 1 億美元以上的大
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 840 家，增資 1 億美
元以上的外商投資企業超過 450 家。所
對華投資信心足
投資行業覆蓋眾多新興產業、高科技行
對於 2016 年中國吸收外資情況，商 業及高端服務業，表明跨國公司對華投
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資仍充滿信心。
張建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2016 年全球 FDI 出現大幅下滑，聯合國
市場潛力被看好
貿易和發展會議預測其可能較 2015 年下
當前，對不少外資而言，他們對
滑 10%至 15%，出現負增長。在這樣的 中國市場的關註點正從中低端產業向
背景下，中國吸收外資仍增長了 4.1%， 高端產業轉變，尤其是高端制造業和
增速雖小幅放緩，但總體規模仍在穩定 現 代 服 務 業 。 根 據 商 務 部 數 據 ， 2016
增加，這非常難能可貴。
年，服務業中，信息和咨詢服務業、
穩定之中，中國引資也有不少“搶 計算機應用服務業、綜合技術服務業、
眼”表現。就主要投資來源地來看，美 分銷服務、零售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
國、歐盟 28 國、澳門特區、韓國均保持 分 別 增 長 59.8% 、 112.8% 、 66.4% 、

42.9% 和 83.1% 。 制造業中，醫藥制造
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
實 際 使 用 外 資 同 比 分 別 增 長 55.8% 和
95%。
“外資加快對中國高端產業的布
局，看中的還是這些產業在中國的發展
潛力。當前，中國市場對於高端產業的
需求正不斷增加，特別是考慮到未來幾
年中國的中產階層有望擴大到 5 億左
右，他們對高質量產品、服務都有著強
烈需求，這對於高端產業而言將是巨大
的發展潛力。”張建平說。
未來機會將更多

應該看到，未來，外商在中國投資
的機遇依舊非常多、非常大。商務部副
部長王受文指出，未來五年，中國的國
內市場需求將達到 10 萬億美元，這會給
外國投資者帶來巨大的機會。而且中國
現在開放的步伐越來越大，提出了擴大
開放吸引外資的 20 條措施，進壹步把以
前限制的領域放開、放寬或者有序開
放。以前外資沒有機會進入的領域，未
來有機會進入，這也給外資帶來了很好
的機遇。
關於為外資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專家表示，中國正在加快推進新壹輪高
水平對外開放，自貿區的擴容、大量自

貿協定的簽署都為外資進入中國創造了
便利。同時，在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及外商投資企業審批
改備案方面，中國所作出的努力也是有
目共睹的。
“此外，當前‘壹帶壹路’正在
加快發展，外資進入中國也將有更多
機會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展開合
作，壹舉兩得。”張建平說，總體來
看，考慮到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不
斷優化的營商環境及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的深入推進，中國市場依舊值得外
資“深耕”，也有理由繼續看好外商
在華投資前景。

貿易額驟降 36%希捷蘇州廠關停 東南亞投資仍在擴大
臨近春節，制造業企業關停潮又開始擾動。日
前，全球最大硬盤制造商希捷宣布關停蘇州工廠。
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連夜回應稱，這是希捷集團基
於整個市場變化和集團自身產能狀況作出的正常調
整。
希捷表示，關閉蘇州廠區是其全球業務重組計
劃的壹部分，目的是為了優化營運效率。預計截至
2017 財年底將裁員約 6500 名員工，占其全球員工
總數的 14%。希捷蘇州將裁員 2000 人，離職和遣散
工作正在進行，公司將依照相關法規向員工支付賠
償金。

蘇州聯建科技、諾基亞蘇州工廠，而且關停事件均
發生於年底。
江蘇省另壹處開發區管委會負責人士對新京報
記者表示，由於供應商壹般在年底催收欠款，所以
這時候是企業倒閉關停高發期，而且冬季也是生產
淡季。
希捷蘇州關停引發外界高度關註。希捷蘇州所
在的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連夜發布通報稱，希捷集
團考慮到優化運營效率、整合資源和控制成本的必
要性，進行相應戰略調整。
公開信息顯示，希捷蘇州為全球最大的硬盤
制造 商 之 壹 。 然 而 ， 近 年 來 ， 由 於 全 球 PC 市
去年四季度凈利潤同比減少 82.3%
場 飽 和 ，硬盤產業承壓。根據希捷公布的去年
希捷所在的蘇州工業園區為中國最知名的工業 四季度財報顯示，希捷四季度收入 29.86 億美元
園區之壹，被稱為蘇州模式的代表。不過近年來工 ，同比減少 19.2%，凈利潤 1.65 億美元，同比減
廠關停的消息不斷，其中包括蘋果、小米的代工廠 少 82.3%。

行業低迷，希捷蘇州也不例外。查詢工商信息
看到，希捷蘇州公司於 2003 年 1 月在蘇州工業園區
綜保區西區（原出口加工區 A 區）註冊成立，前身
為邁拓科技（蘇州）有限公司。2005 年底，邁拓科
技被希捷收購，主要生產筆記本電腦硬盤、臺式機
電腦硬盤和企業級服務器硬盤。
希捷在東南亞的投資仍在擴大
那麽，希捷蘇州的經營情況究竟如何呢？
據報道，希捷蘇州目前仍然為盈利狀態，其在
盈利情況下關閉也引發員工不滿。而蘇州工業
園區管委會的通報則顯示，希捷蘇州 2015 年外
貿 進 出 口 額 19.2 億 美 元 ， 2016 年 的 進 出 口 額 12
億美元左右，這意味著其貿易額在壹年內劇降
36%。
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透露，目前新型固態硬盤

已經占據了市場主要份額且呈逐年上升態勢，加之
硬盤應用的電腦等終端產品的需求降低，導致近幾
年蘇州公司和無錫公司的訂單持續減少，產能嚴重
過剩。
在銷路不足的情況下，希捷蘇州所在的江浙地
區用工成本居高不下。
上述管委會負責人士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現在
招商引資確實不易。經濟形勢不好，但用工成本又
較高。壹位浙江企業主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目前江
浙壹帶招壹個工人成本需要 4500 元，加上四險壹
金等整個成本在 6000 元左右，而越南壹些地方只
需要 800 元。
在希捷蘇州關停背景下，希捷在東南亞的投資
仍在擴大。據報道，希捷此前宣布，計劃未來 5 年
向泰國投資 153 億泰銖（約合 4.70 億美元），以擴
大產能。

休城讀圖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 1 月 14 日下午 3 時
舉行 2016 歲末祝福祈福會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公關陳元憲歡迎台北經文
處林映佐副處長、楊純慧夫婦、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陳偉玲、黃鈺程秘書、僑委葉宏志參
加 2016 歲末祝福祈福會

僑委黎淑瑛代表休士頓市長頒發賀狀
給慈濟黃濟恩執行長

慈濟志工以恭敬心感恩會眾這一年來的付出、祈願天下無災，凈化人心，社會祥和

國泰銀行德州區總裁陳明華、王吟昭主任從
慈濟黃濟恩執行長接受福慧紅包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與慈濟基金會德州分
會公關陳元憲互動

慈濟黃濟恩執行長頒發感謝狀給捐款慈濟拾
萬貳仟的 SHELL 油公司、由經理 Bill Lyons 和
李怡德代表接受

國泰銀行德州區總裁陳明華、台商會張世
勳、周政賢、呂明雪在祈會中討論德州分
會平日與社區互動情況

曾維真師姊 ,Roger 林師兄為慈濟 2016
歲末祝福祈福會貢獻心力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慈濟黃濟恩執行長頒發榮董証書給李怡德等人

台塑吳堯明副總裁、台商會陳志宏、張世勳、周政賢、
王敦正、伯尼麗香夫婦、慈濟黃濟恩執行長等出席慈濟
2016 歲末祝福祈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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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歸來，激勵學生快速進入狀態

高效開啟第二學期的五個小貼士

所有假期的興奮和期待在進入新年的時候
就要消失了，我們都很熟悉假期後的沮喪。雖
然算算暑假即將來臨的時間還是很振奮人心，
但是為第二學期開一個好頭依然十分重要。
Best in Class 教育中心是幫助 K-12 學生為
學術成就做準備的一個定制教育項目。雖然，
從假期中回到學習狀態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過
程，但是做好這五件事，就可以幫助學生更好
的進入新學期。
有組織和提前計劃
當面對大量工作的時候，有些學生會感覺
不安和懷疑自己的能力。在每個星期的開始，
幫助你的學生提前組織好完善的週期計劃和保
持平和的心態。例如，他 / 她可以在星期一的
時候完成數學作業，在星期二的時候做科學課
題。這些會幫助你的學生集中注意力在一個任

務上，而不會慌亂地面對繁雜的任務。
更換磨損的學習用具
還記得每學年開始為購置新的學習用具超
興奮的感覺嗎？換一個好看的新本子或者買點
顏色漂亮的彩筆都會帶來開學的樂趣。
參與課外活動
校園生活會因為多姿多彩的課外活動和社
團而變得豐富有趣。新學期開始可以適當讓你
的孩子參加有趣的社團，亦或是做一些他們喜
歡的課外活動。當然，他們不感興趣的一些活
動就可以取消，選一個他們最喜歡的就可以
了。
找個慶祝的藉口
查查近期有什麼有意思的節假日，甚至任
何一個平常的日子也可以找點有趣的理由來慶
祝一下。慶祝一些文化活動甚至是奇怪可愛的
小假期都是活躍學習生活的好辦法。

計劃放鬆時間
幾乎所有人都在截止日期的最後一天才趕
工，為什麼不計劃一下把工作放在平時的時間
來完成呢？幫助你的孩子計劃好時間表，安排
好玩耍或者休息的時間，沒有工作，沒有任務，
沒有作業的徹底的放鬆時間。放鬆時間不需要
太多，只要一起計劃他們喜歡的日程安排，讓
他們學會安排時間。
為了幫助你的學生達到他們的學習目標，
Best in Class 教育中心提供多種多樣的定制教
育 服 務， 課 程 補 習。 想 了 解 更 多 關 於 Best in
Class 輔導方案和其他資訊，請瀏覽官方網頁
www.bestinclasseducation.com 或 拔 打 免 費 熱 線
1-888- 683-8108.

中科院獨家專利《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
節日大饋贈 東方盧林中醫師 - 獨家銷售
【本報訊】輔助治療癌症極品，創新牌 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是經由全球 11 個國家採納
「臨床輔助治療實驗」証實，可以迅速達到「增
強免疫抗突變、阻擊癌症擴散」及「輔助進行
放化療、雙倍固本扶正」的功能，可謂是輔助
治療癌症的極品。目前，該公司為答謝長久以
來新舊顧客的支持，即日起於新春佳節至 1/31
止，買一套「創新牌 - 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
即送 1 瓶「靈芝膠囊」，歡迎舊雨新知把握機
會。
《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是中科院
科學家，在靈芝孢子破壁技術基礎上，運用超
臨界 CO2 萃取技術，高效提取出濃縮了靈芝抗
腫瘤的主要成分，此舉成就了「靈芝抗癌 - 醫
藥用級」的重大突破，而得到全球各個治療階
段腫瘤患者的信賴。靈芝三萜 (TRITERPENES)
是世界唯一超臨界萃取的高濃度配方，其濃度
≥ 40%，1 粒 =40-60 粒靈芝孢子，多年來在國
際市場 20 年勇奪銷量第一，並擁有「中國科學
院自主知識產權」專利，同時獲得中國國家衛
生部唯一批准具有「增強免疫、抗突變」功能
的產品。
經 FDA 註冊的創新牌 - 靈芝破壁孢子三
萜油，採用法國膠囊在美國經嚴格的品質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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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 777-5888

監製而成，並保證無任何重金屬農藥添加劑。
它與靈芝孢子粉和其它靈芝製品相比，最大的
優勢是 100% 剔出殘值，有效成份濃度高，吸
收快，作用更明顯；它集中了靈芝孢子中的三
萜類、核甘類及部分多醣類化合物，是靈芝孢
子最有效成分的集合體；大約 100 克破壁後孢
子粉約可提取 1 克靈芝三萜油，這正是靈芝孢
子油的彌足珍貴。

專線 :1-877-704-7117 或瀏覽上網訂購 www.
chinesemiracleherb.com。

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適用於腫瘤治
療的任何一個階段，包括 :1. 對手術、放化療
的患者可以增強效果，減輕毒副作用，迅速重
建體能，提高西醫治癒率；2. 進行手術、放化
療的腫瘤患者，可以減輕病人痛苦，提高病人
生存品質和延長生命，並減少手術後患者的血
行、淋巴轉移；3. 康復期的腫瘤患者可以增加
免疫力、加速恢復體質，降低腫瘤的復發、轉
移率，同時達到防止做放化療時產生的併發症
及副作用；4. 迅速改善晚期癌症的惡病質，增
強身體扺抗力，及迅速改善免疫低下、愛滋病、
類風濕等病痛。
購 買創《 新 牌靈 芝 破壁 孢 子三 萜 油》 請
認 準 包 裝 上【 中 國 科 學 院 獨 家 發 明 授 權 專
利】防偽標誌。德州獨家代理東方盧林中醫
師 洽 詢 電 話 : 713-774-5558。 北 美 諮 詢 訂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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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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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