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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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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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79577跨境物流開業跨境物流開業﹐﹐全休斯敦價格最低全休斯敦價格最低﹗﹗
每磅只要每磅只要$$ 33..5050元元﹗﹗

地址地址﹕﹕97309730 Town Park Dr, SuiteTown Park Dr, Suite 102102﹐﹐
HoustonHouston﹐﹐TXTX 7703677036.(.( 育才學校隔壁育才學校隔壁 ))

電話電話 ﹕﹕281281--506506--08090809
http://www.kjexp.comhttp://www.kjexp.com

Email:Email:95779577kjexp@gmail.comkjex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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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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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國舌尖上的中國》》大行美食紀錄片觸動味蕾大行美食紀錄片觸動味蕾

【VOA】倫敦一家旅遊公司藍色大理石將向富有的遊客提供
機會﹐潛水遊覽大西洋底的泰坦尼克號殘骸﹐成為旅遊業招
攬顧客的新噱頭﹒
倫敦一家私人訂制旅遊公司“藍色大理石”( Blue Marble
Private)表示﹐明年5月開始﹐該公司將為9名遊客提供機會﹐
潛入大西洋海面大約4千米水下﹐觀看這艘著名郵輪的殘
骸﹒
根據該公司的網站﹐顧客將“在一組專家的指導下﹐乘坐特
別設計的鈦碳纖維深潛器下潛﹒”
該公司說﹐“遊客可以沿著這艘船的甲板和著名的大樓梯滑
行﹐領略很少有人能夠見到的景象﹒”遊客們還將“探索泰坦

尼克號的大型殘骸地﹐那裏有大量的手工藝品﹒”.
根據“藍色大理石”旅行社創始人伊麗莎白·艾麗絲所說﹐

“這些殘骸遍布海床﹐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沒有被擾動過﹒”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道﹐首次潛遊泰坦尼
克已經售罄﹒歷時8天的探險之旅的售價是每人10萬5129
美元﹐這大約是2012年深海探險公司首次安排遊客遊覽泰
坦尼克號殘骸所收價格的兩倍﹒
因為造訪這艘著名郵輪殘骸的時間可能已經所剩不多﹒美
國有線新聞網報道說﹐2016年的一項研究表示﹐“極端微生
物細菌”可能在15到20年內把這艘短命郵輪的殘骸消解﹒
泰坦尼克號的殘骸32年前首次被發現﹒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內容介紹﹕《舌尖上的中國》（英語﹕A Bite of
China）﹐俗稱“舌尖”﹐是一部由中國中央電
視台制作的電視紀錄片﹐也是中國第一次使
用高清設備拍攝的大型美食類紀錄片﹒該
片於2011年3月開始大規模拍攝﹒主要介
紹中國各地的美食生態﹐包括中國的日常飲
食流變﹐千差萬別的飲食習慣和獨特的味覺
審美等﹐以及與之相應的東方生活價值觀﹒

該片一經播出﹐在網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被戲稱為“吃貨的專屬紀錄片﹒
播出時間﹕周日下午1時至2時 首播﹐周一上午7時30分至8時分及周六下午4
時30分至5時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VOA】新的數據顯示﹐二月份﹐美國房屋銷售量
繼續增加﹐但上周的企業裁員人數卻略有增長﹒
美國商務部周四公布的報告說﹐二月份﹐房屋銷
售量增加了 6.1%﹐達到近七個月來的最高點﹒
如果新房銷售量能夠全年保持二月份的增速﹐
那麽﹐全年銷量將會達到59.2萬套﹒
富國證券分析師說﹐二月份天氣出人意料地溫

暖﹐這對購房起到了刺激作用﹒今後幾個月的
房屋銷售可能會有所放緩﹒
不過﹐勞工部的報告說﹐上周申請領取失業補貼
的人數增加了 1.5 萬人﹐企業裁員數字略有上
升﹐為25.8萬﹐但這依然屬於較低水平﹐目前的
就業市場還是比較健康的﹒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等待出售的新房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等待出售的新房((20172017年年22月月2727日日))

BB22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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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二月房屋銷售增加美國二月房屋銷售增加﹐﹐企業裁員略增企業裁員略增
藍色大理石私人訂制旅遊公司推介圖冊上的泰坦尼克沈船藍色大理石私人訂制旅遊公司推介圖冊上的泰坦尼克沈船﹒﹒

旅遊公司開啟泰坦尼克號潛水遊項目旅遊公司開啟泰坦尼克號潛水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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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國際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23日中午召開董事會議，
會上討論例行會務議程，這次通過許多提案，檢討路牌設置、警察巡邏力度、招標案等公共行
政、治安犯罪議題，也針對商業經費作討論。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會議，討論議題流程包括目前董事會財務狀況說明、更新回報區內
商業經貿、治安維護等章程。這次主要討論提案在於路牌設置計劃，與西南區管委會合作增加
巡邏力度及考慮是否參與休士頓市政府的道路工程招標宣傳。

另外，為增加區域內的商業經濟流通，也促使社區內公共設施使用，Marathon Interests公
司代表向在場人士介紹Alief Crossing Business Park進駐國際區，Alief Crossing Business Park位於
Dairy Ashford 和Beechnut的東北邊，鄰近Alexander小學和Alief Youngblood 中等學校。

Alief Crossing Business Park範圍包括四個3000平方英尺的大樓，設有指定車位，還可容納
兩個食物餐車，目前第三、四棟大樓已出租，第一、二棟大樓還在招租，他們歡迎家庭診所、
獸醫院、汽車零件或任何零售業詢問競標，希望促進本地商業流通。

大家針對國際區的會務交換意見， S.E.A.L. Security也到場參與會議，希望能協助提升社區
治安。董事會每個月第四周的星期四中午 12 時在 11360 Bellaire Blvd, Suite 960, Houston, TX
77072國際區管委會辦公室舉行，下次會議將在 4月27日(周四)舉行。

國際區3月董事會議 討論路牌設置路牌設置、、巡邏和市府招標宣傳巡邏和市府招標宣傳

圖圖：：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討論各項政策討論各項政策。。((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1. Bayou City藝術節(46th Bayou City Art Festival)
這周末連續三天將在休士頓的 Memorial Park 舉辦第 46 屆

Bayou City藝術節，屆時來自全國超過300位藝術家們將會集聚
於此，共襄盛舉。參展藝術商品跨越19種不同媒介，包括陶瓷
、玻璃、金屬、羽毛、木頭、混合媒體、攝影作品等。此外，現
場還會有食物餐車、現場樂隊、兒童遊戲設施等，適合各個年齡
階段的人參加。

時間：周五到周天，每天早上10時到下午6時。
地 址 ： Memorial Park, 6501 Memorial Drive, Houston, TX

77007
票價：13 歲及以上每人 15 元；

3-12歲五元；3歲以下免費；家庭
票30元(2個大人+2個兒童)

停 車 ： 現 場 不 能 停 ， 可 以 去
Northwest Mall 坐 Shuttle，每人三

元

2. 釣魚博覽會(GEICO Bassmaster Classic and Expo)
愛好釣魚的朋友們看過來！這周末連續三天將在
George R. Brown舉辦免費的釣魚博覽會，屆時將
會展出和售賣最新最先進的釣魚設備及其他戶外裝
備，你還可以與專業人士進行相關探討。此活動同
時也是全國範圍內相關活動的最大一場。
時間：周五到周天，每天中午12時到晚上8時。
地址：1001 Avenida De Las Americas，Houston, TX
77010
票價：免費

3. 路易斯安納品嘗節(The Taste of Louisiana Festiva)
喜歡路易斯安納州美食的朋友們福利來啦，這周六

將在Constellation Field舉辦第五屆年度路易斯安納品嘗節，屆時
將有正宗的Cajun口味美食、路易斯安納風味麻辣小龍蝦、現場
音樂、法式文化等，不要錯過啦。

時間：周六，下午1時到晚上9時。
地址：1 Stadium Dr，Sugar Land , TX 77498
票價：10-20元

4. 巴勒斯坦節(Houston Palestinian Festival)
作為多文化匯聚的國際化大都市，休士頓這周末連續兩天將

在Jones Plaza舉辦第7屆年度巴勒斯坦節，慶祝巴勒斯坦文化。
屆時將有正宗地域美食、民俗特色音樂、時裝表演等，歡迎廣大
民眾前來體驗遊玩。

時間：周六，下午1時到晚上10時
周天，下午1時到晚上9時
地址：Jones Plaza，Houston, TX
票價：成人10元；12歲及以下免費入場

5. 風箏節(Hermann Park Kite Festival)
在這春的季節，伴隨著氣溫的回暖，這周天將在赫曼公園舉

辦第4屆年度風箏節。每年的風箏節都吸引大量休斯頓民眾從城
市的各個角落，帶著各色各樣的風箏前來。屆時除了放風箏，還
有相關的免費教育展攤、現場樂隊演奏及一系列有趣活動。快來
讓色彩徜徉在整個天空吧！

時間：周天，上午10時到下午5時
地址：6001 Fannin Street，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休城各類節慶周末登場
美食藝術風箏節一網打盡

（記者高思／休士頓報導）這一整周都陽光明媚，氣溫正好，心情也跟著明朗起來。周
末不如約上幾個好友去逛逛藝術市場，淘淘釣魚新設備，或者帶上家人去品嘗路易斯安納風
味的新鮮小龍蝦，體驗巴勒斯坦文化，亦或是出門跑跑跳跳，放個風箏，以下是本周周末活
動推薦：

Bayou CityBayou City藝術節藝術節。。((取自取自365365thingsinhouston.com)thingsinhouston.com)

赫曼公園風箏節赫曼公園風箏節。。((取自赫曼公園官網取自赫曼公園官網))

金城銀行於三月十八日邀請曾李黛華女士
與金城銀行營業部游秀寶助理副總裁舉辦一場
「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帳戶解析」稅務

講座，現場有任職於國稅局的潘莉蕙女士和多
名會計師與會；金城銀行達拉斯分行亦邀請民
眾經由視訊參加講座。與會民眾踴躍提問，氣
氛熱烈。

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博士於講座前先歡
迎社區民眾參加，他先簡略報告2016年之營運
狀況；金城銀行在2016年稅後純利、總資產額
、總貸款額、總存款額以及股東權益均達到創
行3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點。他表示金城銀行全
體行員將攜手同心，以〝深、速、實、簡〞的
企業文化，〝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
務態度，擴大服務社區的層面，並達到二、三
年內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的目標。

講座由李黛華女士先介紹個人所得稅申報
要點，李女士曾參與各種社會服務計劃，幫助
許多社區民眾申請醫療卡及財政援助，糧食券
和其他服務。李女士對於國稅局志工所得稅申
報協助（VITA）計劃，為低收入家庭免費申報
個人所得稅更是熱心參與持續多年。黛華女士

在講座針對民眾關心的所得稅申報理由、好處
以及各項福利優惠詳細說明，更對於自營所得
的稅賦加以解析；她還介紹社區服務中心免費
報稅需知。

游秀寶助理副總裁現任金城銀行存款部及
客戶服務部助理副總裁，對於各項商業和個人
金融以及客戶服務有著豐富的專業知識與經驗
。她針對退休帳戶的種類、購買符合資格、提
領限制、常犯錯誤等詳加介紹，民眾提出許多
個人案例詢問；與會主講者及貴賓均加以解析
。

二位資深專家和經理為社區朋友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所得稅申報重點以及如何正確
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帳戶，與會民眾獲得更多
稅務資訊，講座在輕鬆熱烈氣氛中結束。

2016年報稅截止日為2017年4月18日，中
華文化中心在每星期一，星期四及星期六下午
均有提供報稅服務，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多加利
用。有關金城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
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休士頓百利總行的
地址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歡迎光臨惠顧。

金城銀行暨中華文化中心聯合稅務講座！圓滿成功！

金城銀行舉辦金城銀行舉辦 「「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帳戶解析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帳戶解析」」 稅務講座稅務講座，，廣受歡迎廣受歡迎。。主講人文化中心主講人文化中心
李黛華李黛華((右四右四))與金城銀行營業部游秀寶助理副總裁與金城銀行營業部游秀寶助理副總裁((左一左一),),黃國樑執行長黃國樑執行長((右五右五),),公關侯秀宜公關侯秀宜((右一右一))
等在金城銀行總行講座現場合影等在金城銀行總行講座現場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大專校聯合唱團是臨時組成的合唱團，吸
引了不少喜愛合唱人士。在團長、指揮、伴奏
、聲部長、行政工作人員及全體團員全心投入
下，風雨無阻的練唱超過一年的時間。首演將
獻給休士頓的僑胞及社區愛樂人士 ，今年十月
該團將在台灣展開三場觀摩巡演之旅。

合唱是需要團體默契高度配合的音樂活動

，除了指揮是靈魂人物之外，伴奏亦至為關鍵
。校聯合唱團，因人數眾多，除了各聲部長之
外，特請一位總聲部長，她就是聲樂家詹硯文
老師，詹老師的知名度，著實勿需禿筆贅敘。
她風趣，幽默的個性，和平易近人的待人態度
，很得團友的喜愛。有時妙語如珠，模仿團員
暇疵，刻意誇張，引起一陣突來的爆笑，增加

不少練唱的樂趣。但在處理音樂
時，有她的獨到的看法和堅持，
往往獲得絕對的肯定。詹老師反
應敏捷，思緒轉動快速，素有
『點子王』的稱號。
多年前詹硯文老師胞妹的女兒

張瑀宸(大約四、五歲)從台灣來
與阿姨住在休士頓，當時筆者在
菩提學苑任中文老師，有一次中
文演講比賽，這女娃兒也上台演
講，題目到現在我都記得是 『眉
毛搬家』，意思是人的五官各司
其職，喻每個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這孩子清晰的口齒，認真的表

情，可愛的手勢，獲得滿堂的掌聲。歲月匆匆
，再見她時瑀宸已是婷婷玉立音樂系的大學生
了(詳見簡介)，想必阿姨是她音樂的啟蒙老師，
她也應是阿姨音樂衣缽的傳人吧。

去年中華合唱團的音樂會張瑀宸有非常精
湛的演出，大獲好評。這次校聯合唱團請她擔
任大部份的合唱伴奏；在練唱時無論是張廖老
師或阿姨的要求，她都全力配合，態度謙恭有
禮，見著團友總是笑容可掬。合唱團裡有不少
夫妻檔，詹老師和張瑀宸可說是最佳姨甥拍檔
，也是合唱團的一段佳話。

雖然詹老師和張瑀宸都是學音樂專業卻也不
排斥一般流行歌曲，例如詹老師的 『雙人枕頭
』、張瑀宸的 『曲終人散』都讓人一曲難忘。
她們都認為音樂不應曲高和寡，而應是流行音
樂藝術化，藝術歌曲大眾化。這次大專校聯合
唱團的音樂會中，詹硯文老師除擔任團員聲樂
訓練及校園民歌指導外並有個人臺灣民謠獨唱
的演出，精彩可期。
演出時間：4月22日(週六)晚七時正

地 點 ：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ugar Land, TX 77479)
演出者簡介
詹硯文, 女高音Yen Wen Chan, Soprano

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畢業，曾任育達商職
、新埔工專音樂教師、YAMAHA兒童音樂班講

師.休斯頓音樂教師協會及全美音樂教師會會員
，全美音樂家公會鋼琴鑑定考試休斯頓地區理
事會主席.曾先後擔任休士頓狂飆合唱團、中華
合唱團、長風樂集、菩提合唱團、松年學院合
唱團等指揮及伴奏.1990年在休士頓首次演出之
「黃河大合唱」中擔任 「黃河怨」女高音獨唱,

2004年為美洲菩提中心募款，籌劃 「春之聲聯
合音樂會」，演唱15首中外藝術歌曲、歌劇選
曲及民謠,2009 年應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邀請,
在One Allen Center舉辦台灣風情照片展中由弦
樂四重奏伴奏, 演唱台灣民謠及藝術歌曲. 從事
聲樂及鋼琴教育工作愈三十年並經常受邀演出
及擔任音樂比賽評審.
張瑀宸,伴奏

畢業於國立台南大學音樂系，雙主修諮商
輔導系，以及師資培育。現就讀於休士頓大學
音樂研究所主修鋼琴演奏.曾事師林明慧教授與
楊美娜教授，現事師Mr. Timothy Hester.在參與
台南大學音樂系合唱團與弦樂團期間，擔任聲
部長與小提琴手. 熱愛合唱、合奏，並擔任專業
伴奏多年.在台灣曾舉行多場獨奏音樂會，並參
與合奏音樂會演出. 在美曾任達拉斯抗戰70周年
音樂會伴奏，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
、黃河合唱團、中華合唱團與休士頓大學語言
學校合唱團伴。

大專校聯合唱團四月廿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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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很快就要到了。怎樣讓孩子勞逸結
合，既能夠在近 3 個月的暑期得到充分的休
整，又能夠學到知識為新學期充足電？相信是
擺在很多家長面前的一個難題。尤其對於小孩
子來講，電玩無疑是他們的最愛。很多同學一
到放假就不分日夜的在家打遊戲上網聊天，荒
廢了很多時間不說，作息顛倒，飲食不規律更
是傷害了身體健康。等到新學期開學，身心都
沒有做好準備，當然不會有好成績。所以暑期
課程的選擇就要寓教於樂，讓孩子學得開心，
家長才能放心，2017 年夏天，智勝學院依舊不
負眾望地推出眾多精品課程，供家長、學生們
選 擇。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為
一 期，每星期周一到周五。第一期 課程 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 結束。暑期的課程與平時
稍有不同，上課時間是周一到周五每周五天，
一期四周的強化課程，內容上是包含了下一學

智勝暑期班精彩課程快樂成長

圖為陳彥旭足科醫生攝於辦公室。（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 E棟二樓的休斯頓診所入口櫃台。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可以矯正腳部畸形
讓您再次緩解痛苦和享受活躍的戶外生活

年的知識點，所以老師也會相應調整授課方
式。既讓孩子在短時間內對新知識的重點難點
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也會布置適量的練習幫助
孩子鞏固吸收，中間還會穿插一些隨堂小測驗
隨時檢驗孩子的學習進度。

對於下學期上 3 年級到 6 年級的同學，我
們精心安排了內容豐富的全天 camp。上午一
共三門課，詞匯閱讀、語法寫作和數學。負責
小年紀教學的 Ms. S, Ms. R 和 Ms. H 都是具有
幾十年教學經驗的優秀老 師，她們不僅運用
靈活的授課方式讓孩子理解掌握課程中的難
點，還在日常教學中充分調動孩子的自主能動
性， 潤雨細無聲的幫孩子樹立正確的學習態
度，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讓他們受益終生。 
午飯後還有專門的 homework & tutoring 時間
和各項文娛課程為孩子們開拓眼界，強身健
體。 

高年級的同學也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智
勝學院暑期班開設了英文，數學和各項 AP 課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合影。

程，更聘請多位資深 著名教師幫助學生提
高閱讀，寫作，數學和科學各科的綜合能
力。相信同學們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
學到最全面的知識。

智勝學院 2017 年暑假班報名現在已
經開始了。此外，智勝學院暑期班 說明會
（Open House）將於 4 月 1 日 早上 11 時在
智勝學院上課地 點舉行並接受現場報名。
在本學期授課的各位老師將悉數到會，向學
生和家長介紹自己的教學理念和新一學期的
教學大綱等內容。希望各位學生家長積極參
與，現場與老師深入交流提問，也可以參觀
一下課堂，體驗學校的教學氛圍。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
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
郵件咨詢。暑期班學生名額有限，希望廣大學
生家長盡早報名。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
平臺，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智勝學院上課地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隨著春天來臨，
休斯頓天氣變暖，無論是遊覽海灘還是公園，
現在是在戶外享受更多戶外活動時間的時候。 
然而，腳和腳踝痛，經常可以阻礙戶外活動。 
雙腿，臀部，交叉腳趾痛都是影響數百萬美國

人的常見腳畸形。 沒有經過治療，病情症狀
往往惡化，疼痛可能導致步行困難和影響活
動。  

休 斯 頓 診 所 足 科 中 心 ( Houston Medical 
Clinic Foot & Ankle Center ) 獲得醫療委員會
認證的足部和腳踝專家陳彥旭醫生解釋說：人
們通常不知道腳部問題有手術解決方案。腳趾
的基部局部疼痛腫脹 和骨關節炎 (Bunions: 由
於新的骨骼形成，在大腳趾的基部局部疼痛腫
脹。 受影響的腳趾往往向外彎曲。 Bunions 經
常與附近的粘液囊炎（滑囊炎）和退行性關節
病（骨關節炎）的炎症有關。 最常見的影響
是那些穿著緊身鞋和高跟鞋的女性。 治療包
括休息，鞋，腳支撐，藥物或手術的變化。 ) 
是由於您的行走不當或由於遺傳傾向而隨著時
間的推移而發生的大腳趾變化。穿較寬的鞋子
和使用彈力墊，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僵硬，
使穿鞋子變得困難和痛苦。 陳醫生將根據您
的生活方式，為您量身定做最佳治療方案。

有時可能需要進行手術作為修復畸形或提
供減輕疼痛服務。 陳醫生在臀部和脛骨手術
方面經驗豐富，並進行了數百次重建手術。 
根據您的情況和喜好，可以使用可吸收的縫合
線，因此不需要去除縫線，可以獲得更好的美
容效果。 陳醫生說：“病人經常對此感到驚訝，
因為治療效果遠遠好於他們的預期。” 根據
畸形的嚴重程度，患者可以立即使用特殊的鞋
子行走，並且在短暫的恢復時間之後恢復正常

的活動。  
陳醫生是休斯頓訓練有素的足科外科醫

生，經歷了三年嚴格的住院重建腳踝手術訓練
和實踐。 他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
利福尼亞兒科醫學院。 他由美國兒科醫學委
員會獲得醫療認證，並曾經在 Hermann 西南
紀念紀念市醫院工作。 此外，他還關注肌肉
骨骼疾病和運動醫學，他也是前競爭級體操運
動員，了解兒科患者和運動員的需求和關注。 
他也是健身和健康的倡導者。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使用最新技術提供全
面的腳踝醫療和外科護理。 他們提供專家診
斷，並根據患者生活方式提供定制的治療計
劃。 術前首先探討保守和安全的治療措施。 
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治療 : 指甲 / 皮膚問題，腳
後跟疼痛，扭傷和骨折，腱炎，腳和腳踝畸
形，下肢神經障礙和糖尿病足部問題。同一天
也可以完成高科技激光真菌腳趾甲的無痛治療
程序，提供的服務費用價格，合理公平是可承
受的。   

此外，陳醫生提供補充和替代療法，包括
物理治療，治療按摩和針灸。 陳醫生還提供
足部護理產品，包括皮膚和指甲護理，健康指
甲油，腳墊和矯形器。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位
於敦煌廣場 E 棟二樓 E219A 房。 從星期一到
星期六，陳醫生僅通過醫療預約的方式來看病
人。 該診所接受所有的主要保險計劃。 欲了
解更多信息，請致電 713-272-6688 或訪問他

們的網站 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腳踝疼痛
不正常。 請通過預約找到協助和緩解痛苦的
最好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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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灣社敬邀華裔朋友參加免費午餐研討會
探討華裔如何關注美國政治和更有效發聲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僑灣社將於本周六（ 3 月 25 日 ）
上午十一時半至下午一時半，在糖城圖書館舉辦免費午餐研討會
，敬邀華裔朋友參加。會中將介紹德州共和黨運作結構和美國總
統特朗普新的政策，華裔朋友可以互動提出您的問題，並邀請您
的朋友參加，成為美國社區更有效的聲音！

當天
研討會的主題包括： 德州共和黨的結構介紹，華裔如何關注共
和黨和華裔相同的價值觀，華裔如何關注美國政治和發出更有效
的聲音。及關注特朗普總統當選後，美國在經貿，移民，邊境，
醫改，槍支------ 等新的政策，都將影響華裔的未來。

這場研討會是由 「德州亞裔共和黨亞裔主任」 mr. Stephen

Wong, 及僑灣社會長和共和黨糖城巿委員浦浩德博士所共同贊
助的。

糖城圖書館(Sugar Land Branch Library, Conference Room,）
地址：550 Eldridge Road, Sugar Land （ 即位於90 號公路和

Eldridge 路交口附近 ）。

（本報訊）2017年 3月

18 日 ， 休 斯 敦 華 裔 聯 盟

（HCA） 在 Jungman Neigh-

borhood圖書館成功舉辦了美

國憲法知識講座。美國財政

部駐休斯敦資深律師，休斯

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

，以人權法案為核心，以經

典判例為主線，為聽眾奉上

了一場非常精彩的講座。

美國憲法的形成是一個奇蹟

由於美國最早由13個獨

立的州聯合而成，所以早期

的美國就像是一個由13個成

員組成的“聯合國”。在美

國人民心目中，政府是一個

“必須的惡魔”（necessary

evil），所以一定要將政府的

行為限定在一個框架中，而

這個框架就是美國憲法。美

國憲法的目的就是保護個人

，限制政府。憲法勾畫出了

三權分立的政府架構——議

會立法，法院解釋法律，政

府執行法律。憲法的最終解

釋權屬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

美國總統本質上是州選總統

美國總統選舉施行選舉

人制度，聯邦總統由各州選

舉人最終投票產生。這個間

接總統選舉制度正是由憲法

確立的。這個規定就是為了

平衡人口大州與人口小州之

間的利益，防止選民基數大

的少數州綁架其他州的利益

。所以，關於“某某總統候

選人贏得了多數選民選票

（popular vote）”的論斷實

際上跟美國總統選舉沒有半

點關係，純屬無稽之談，因

為憲法隻字未提popular vote

。

美國憲法旨在保障人權，限

制政府

平權精神的法理基礎源

自言簡意賅的憲法第十四修

正案，而法律具體的邊界則

是由具體判例一點一點確立

的。一個經典案例就是1886

年“益和訴霍普金斯案”。

華人洗衣店老闆益和雖然違

反了舊金山市政府的法令，

但是由於舊金山市政府在執

法過程中的明顯歧視行為，

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舊金山市

政府的法令違反憲法，最終

益和勝訴。特別值得指出的

是，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保護

對像是“人（person）”，而

不是“美國公民（citizen）”

。如果不是這樣，益和這位

“非美國公民”就不可能憑

藉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另一個經典案例是1957

年埃森豪威爾總統派101空

降師護送9名黑人學童上學

，聯邦政府捍衛憲法的意志

堅不可摧。這個案例既體現

了憲法對人權的保護，也體

現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職權

範圍的區別。正是一個個生

動精彩的判例，讓美國憲法

真正成為保護人權的盾牌。

如何應對執法人員

憲法第四、第五、第六

修正案賦予了人們免遭非法

搜查、免遭非法拘禁、僱傭

律師、不必自證有罪等各項

權利。這些條款對在美華人

尤其重要。根據美國憲法

“坦白從寬、抗拒不從嚴”

的精神，大家在面對警察或

其他執法人員的詢問時，一

定要敢於說“不”，語言不

通時就說“聽不懂”，最起

碼要問清楚“是否有拒絕的

權力”。

睿智的美國國父們提醒

大家政府是“必須的惡魔”

，在他們創造這個“惡魔”

的同時，也創造了憲法這根

“降魔杵”，大家要學會用

法律保護自己。總而言之，

體現清教精神的美國憲法時

時不忘警惕政府，刻刻謹記

保護人民。寧可政府效率低

，也決不以犧牲民權為代價

。

聽眾們頻頻向曹律師提

問，現場氣氛嚴肅而熱烈。

在問答環節，曹律師以辛普

森案為例解釋了“正當法律

程序”的重要性。聽眾們通

過這次講座深刻體會到：歷

時兩百餘年，美國憲法飽含

的智慧和對人權的關注仍然

熠熠閃光。

光鹽社健康講座淺談糖尿病
• 糖尿病是現代人生活方式及飲食習慣改變之下，已成為非常

普遍的疾病，肥胖及不良的飲食習慣更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兩大風

險。本次光鹽社健康講座栗懷廣醫師將為大家介紹造成糖尿病的

原因，如何診斷及治療方案，以及如何預防保健，讓大家遠離糖

尿病之苦。

• 栗懷廣醫師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獲得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

。在中國曾任矯正外科手術醫師十年。 2002年來美國貝勒醫學

院研究基楚醫學，2009年成為內科醫師。曾任紐約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住院醫師, 目前任職於黃金醫療照護中心。本演

講免費，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主題：淺談糖尿病

講員：栗懷廣 醫師

時間：2017年4月1日，下午2-4點

地點：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斯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憲法知識講座
藉經典案例說明美國憲法旨在保障人權藉經典案例說明美國憲法旨在保障人權，，限制政府限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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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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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場備有茶點招待，
並開放民眾提問，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
躍參加。時間在 2016 年 3 月 25 日（週六）上
午 10:00，地點在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
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5045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小型企業的稅務規劃』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

時間：2016 年 3月25日 ( 週六 ) 上午 10:00
地點：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Member 
FDIC）
地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5045
主講人: 詹煥彩 ( 詹煥彩會計師事務所負責
人、休士頓前會計師協會會長 ) 

每年的一到了稅季，4 月 15 日的報稅日
就是許多小型企業業主最頭痛和深感心痛的時
候。舉凡醫生、律師，會計師及各行各業高所
得的專業人士等，都必須在稅季節結束前將
自己過去一年辛苦所得統計出來上報給稅局
（IRS）繳納稅款。因此，每年一到稅季期間，
不少小型企業主和社會大眾都會想進一步了解
如何充分利用政府稅法中有關小型企業業主的
優惠政策，特別是有關美國政府鼓勵小型企業
業主自己設立的退休計劃的方案等，有效減少
所得稅支出，同時也可為自己的將來退休後即
使不必依賴政府的補助，也能擁有優質的生
活。

再者，對於新移民來美的投資者創業當面
臨人生地不熟的困惑時，在萬事開頭難情況下
有可能因為缺乏對於當地民情的了解和勿略了
企業營運時必要注意事項，或者更是不清楚複
雜是美國稅法，以至在企業經營中蒙受不必要
的損失。亦或者您的事業已經蒸蒸日上，但是
越來越複雜的財務管理導致於可能制約了企業
的發展。我們最常聽到的是小型企業或個人想
向銀行借貸，或面臨稅務審計時因缺乏某些資
料或正規的財務報表而阻礙了發展。

美南銀行有鑒於此，特於本年度（2017）
報稅季期間，與休士頓客家會聯合舉辦一場關
於『小型企業的稅務規劃』免費講座。將邀請
休士頓前會計師協會會長，著名會計師事務所
詹煥彩會計師負責主講。講座中將為大家講解
有關 2017 年新稅制及小型企業主應如何從政
府的稅法中為企業在合理範圍內從節稅、省稅
的財務規劃中做出理最佳選擇，與合理的避稅
等，以免造成日後更多的損失。

詹煥彩是位資深會計及稅務的專業人員，
平時熱心社區公益活動、義務為民眾提供有關
會計稅法的專業知識，多年來於社區中舉行多

次有關財務會計稅法免費講座，深受民眾歡
迎。

美南銀行（member FDIC）一向以服務社
區為宗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資訊，本
行隨時舉辦講座，提供民眾最及時及專業的訊

日期：2017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10:00AM-12:00PM)                                           
主題：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
主講人： 謝春醫師 ( 內科、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  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高血壓”對我們身體的影響，有著「沉
默的殺手 !!」之稱。

 
我們對「高血壓」這個名稱並不陌生。在

社區中相聚時，高血壓也是大家常提及的話
題。去看醫生時血壓必量；去參加社區的健康
日，量血壓更是少不了的項目。住過醫院的
人，也都親身體會到，血壓不但要量，而且還
要定時或不定時地量。血壓的重要性與我們的
健康、生命及生活品質息息相關；是值得大家
關心的課題。

 什麼是血壓？高血壓代表什麼？要如何去
控制處理它？或與它和平共舞？慈濟德州分會
健康講座很榮幸地邀請到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醫師，來為大家介紹與講解高血壓的預防
及治療；除了它對身體的危害及目前的藥物治
療，他也將談談常見的錯誤觀念，以及相關可
行的非藥物治療，諸如運動、飲食等等。

 謝春醫師是腎臟與高血壓專家，擁有美國
內科與腎臟專科文憑。1989 年畢業於孫逸仙醫
學院，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醫院實習及完成
內科住院醫師培訓，並在德州大學西南醫學院
完成腎臟專科訓練。他目前担任於赫曼西南紀
念醫院等多家西南區醫院主治醫師，擁有二十
多年臨床經驗。謝春醫師精通英語、國語、和
廣東話。謝醫師經常參與社區健康活動，他的
熱心與醫術大家都不陌生。

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把關，請大家記得參
與慈濟德州分會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至十二
時的「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健康講座。

《泥土音樂》幸福 +好心情 
- 盛曉玫音樂會

由角聲社區中心暨休士頓三間教會
協辦的《泥土音樂》幸福 + 好心情盛曉
玫音樂會，

 將於 3 月 24 日 ~26 日在休士頓一
連有三場演出，鼓勵僑社朋友踴躍

參加難得的《盛曉玫音樂會》，免
費參加。 電話：713-270-8660
第一場 :3 月 24 日（週五）晚上 8 時。
有《泥土音樂》幸福 + 好心情  - 盛曉玫
音樂會。歡迎您踴躍出席。曉士頓西區
中國教會。免費參加。
教會：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TX 77043 電話：713-935-9422, 
第二場 :《泥土音樂》盛曉玫音樂會 幸
福 + 好心情 將於 3 月 25 日（禮拜六）
下午 3 點在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免費
參加。
教 會：10305 S. Main, Houston, TX 
77025 電話：713-663-7550 
第三場 :《泥土音樂》盛曉玫音樂會 幸福
+ 好心情 將於 3 月 26 日（禮拜六）下
午 1:30pm 在休士頓北區華人教會 New 
Hope Christian Church 舉行，免費參加。
7575 Alden Bridge Dr,The Woodlands, 
TX 77382 電話：832-66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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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BB99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三月份會員午餐聯誼會
在珍寶海鮮餐廳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WESTIN HOMES 贊助單位代表們致贈禮物卡給 Tasha Tran 等幸運者 , 並與休士頓亞裔
地產協會會長 Dorothy Yee 合影。

譚梓康前會長致贈現金紅包給幸運者 , 並與休士頓亞裔
地產協會會長 Dorothy Yee 合影。

美國聯合地產公司吉恩費格森經紀人與房
地產經紀人互相交流。

D-R-Horton Homes Builder 銷售顧問 Jane 
Qi,Express Homes 銷 售 代 表 Lizz Moala-
Page、John 等參加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三月
份會員午餐聯誼會。

D-R-Horton Homes Builder 銷 售 顧 問 Jane 
Qi,Express Homes 銷售代表 Lizz Moala-Page
等贊助單位致贈禮物卡給幸運者並與休士頓亞裔
地產協會會長 Dorothy Yee 合影。

理事 Delia Yao Nogar 感謝 Express Homes 銷售
代表 Lizz Moala-Page,John 提供房地產資訊給休
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會員們。

休 士 頓 亞 裔 地 產 協 會 會 長 Dorothy Yee 感 謝
D-R- Horton Homes Builder 銷售顧問 Jane Qi
贊助三月份會員午餐聯誼會。

關黃愛薇等房地產經紀人向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
三月份會員午餐聯誼會主講人休士頓地產協會
MLS Project 經理 Nathan Gobl 學習 MATRIX。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 Delia Yao Nogar 理事
與房地產經紀人 , 於 3 月 22 日在珍寶海鮮餐
廳舉行三月份會員午餐聯誼會歡聚一堂。

 休 士 頓 亞 裔 地
產協會理事譚陳宛
儀、Janet Chan、
David Chen、Alex 
Sung、張世勳親切
為報到會員們服務。

CANE ISLAND 代表們致贈禮物卡
給幸運者 , 並與休士頓亞裔地產協
會會長 Dorothy Yee 合影。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
提供全面的腳踝醫療和外科護理

 圖為休斯頓診所的負責人 Susan （左 ） 與足科中心足踝專科 / 外科醫生陳彥旭（ 右 ） 攝於門口櫃台。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 E 棟（ 最東邊，面向百利大道） 二樓的休斯頓診所外觀。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足踝專科 / 外科醫生陳彥旭攝於休斯頓診
所門口櫃台。

圖為陳彥旭足踝專科 / 外科醫生與他的各種文憑。

圖為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提供了許多足部保健產品。
圖為休斯頓診所足科
中心的說明書。

圖為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提供最先進的雷射治療儀器，為一種安全、有效的，無
痛的治療。

圖為陳彥旭足科醫生與該診所提供的足部保健產
品全系列。

陳彥旭足科醫生（ 右 ）正在為病人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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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aintaining steady growth, the province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focus efforts on improv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of supply, said Yu.
Joining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NPC deputies from 
Shanxi Province, Liu Yunsha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alled for good performance in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with 
a focus on improving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Officials should set an example for others by firmly 
upholding political ideals, morality and values, and 
pursuing self-improvement, Liu said.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joined lawmakers from 
Hebei, urging the province to be fully engaged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e urged the province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cut of 
excess steel capacity i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of all ethnic groups throug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focus on poverty eradic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olutely let go of powers 
that it should not possess, concentrate on fulfilling its 
duties and serve enterprises more actively, Li said.
Li also called for the regio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y opening 
wider to foster new strengths.
Zhang Dejiang, chairma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joined lawmakers from China's 
northeastern Heilongjiang Province, stressing the need 
to promote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o 
further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Zhang urged the province to take concrete measure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roperly solve their 
difficulties.
In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deputies from south China's 
Hainan Province, Yu Zhengsheng,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ational Committee, underlined the basic tone of 
"see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a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state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aid.
China brought 12.4 million people in rural areas above 
the poverty line in 2016, and there were still 43.35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Xi also said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policy systems for integrated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velopment, and build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high-tech industrial bases for this purpose.
Xi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a clean political 
ecology, calling it "unending work" for the Party.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should consciously conform 
to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oughts and deeds, 
and resolutely uphold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Xi added.
Other senior leaders also joined panel discussions with 
NPC deputies Wednesday.
In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lawmakers from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Premier Li Keqiang urged 
efforts to deliver the promise of improving the lives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The Brand Power - which tests consumer inclination 
to select a given brand - of Chinese brands continues 
to grow and for the first time has started to surpass that 
of multinational rival brands. We expect this trend to 
accelerate in future years."
BrandZ Top 100 Most Valuable Chinese Brands 
combines past company earnings, forecast earnings 
and research with around 400,000 consumers in China.

BrandZ's 10 Most Valuable Chinese Brands 
2017

Tencent - $106.2 billion - up 29 percent
Alibaba - $58 billion - up 22 percent
China Mobile - $57.9 billion - up 1 percent
ICBC - $31.5 billion - down 8 percent
Baidu - $23.9 billion - down 11 percent
Huawei - $20.4 billion - up 10 percent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 $18.4 billion - down 7 
percent
Ping An (insurance) - $16.5 billion - up 5 percent
Moutai (liquor brand) - $16.2 billion - up 41 percent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 $14.8 billion - down 9 
percent
(Courtesy www.cnbc.com/2017/03/20/)

BEIJING, March 8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Wednesday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form a 
poverty relief mechanism with long-lasting effects and 
contain formalism in poverty reduction.
Xi,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made the remarks 
during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national lawmakers 
from southwester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at the 
ongoing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It is the Party's solemn pledge to help all impoverished 
rural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under the current 
standard and delist all poor counties by 2020, Xi said.
The nearer toward the deadline, the more difficult the 
campaign to eradicate poverty will be. 
That requires the country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take precise measures and make meticulous efforts, Xi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is next on the Chinese 
ranking, with a brand value rising 22 percent to just 

over $58 billion, a $10 billion increase on last year. It 
overtakes China Mobile to the second spot. Meanwhile, 
social network Baidu ranks fifth, with a valuation of 
$23.9 billion – down 11 percent on last year.
Chinese technology brands are becoming more 
powerful globally. When BrandZ's global ranking 
was published in June 2016, Facebook's brand value 
was $102.6 billion. And while Facebook's value may 
change when this year's global ranking is published, 
Tencent's current value of $106.2 billion suggests that 
it is now competing on a global scale.
Chinese Tech Goes Global
While Facebook is banned in China, Baidu, Alibaba 
and Tencent, known as the BAT, are heavily investing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rise as a technology powerhouse, 
with Tencentbecoming the first Chinese brand to top 
the $100 billion mark, according to a ranking of the 
most valuable brands in the country.
Tencent, owner of messaging app WeChat, is valued 
at $106.2 billion and ranks as China's most valuable 
brand, says the annual BrandZ listing compiled by 
advertising agency WPP and Kantar Millward Brown. 
It has gained more than $24 billion in value, or 29 
percent, since 2016.

in U.S. start-ups. The BAT, as well as e-commerce 
company JD.com, invested $5.6 billion in 48 tech 
deals in the U.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CBI Insights.
Deepender Rana, Kantar Insight's Greater China 
chief executive, expects the country to increase its 
competition with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ith China emerging as a technology powerhouse, it 
is fitting that in Tencent we have the first brand from 
China to break the $100 billion brand value barrier,"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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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Becomes China’s First
$100 Billion Brand: WPP Survey

President Xi Calls For Lasting Effects Of Poverty Relief

Tencent's new headquarters in Shenzhen, China, 
pictured in August 2016. (Photo/Bloomberg | Getty 
Images)

China's four largest internet companies — Baidu, 
Alibaba, Tencent and e-commerce company JD.com 
— have invested $5.6 billion in 48 U.S. tech deal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joins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deputies to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from Sichuan Provinc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PC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8, 2017. (Photo/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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