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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說了謊嗎？

一個星期來，幾乎全世界都認為美國航空母艦
「卡爾 ‧ 文森」號打擊群正在朝鮮海域，並且待命
出擊。但是突然發現，這艘航母的真正位置遠在距
離朝鮮半島 5,600 公里之處。這麼說，美國總統川普
撤了謊？
4 月 8 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公共事務辦公室
發布新聞，稱太平洋美軍司哈里斯（Harry B. Harris
Jr.）上將已下令「卡爾．文森號」率領 1 艘巡洋艦、
2 艘驅逐艦離開新加坡，前往西太平洋。
4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表示，美國航
艦正在北上前往朝鮮水域，目的是強有力的遏制北
韓，並讓美國總統川普有更多選項。
4 月 12 日，川普接受福斯（Fox）新聞專訪時說
道：「我們派出無敵艦隊，威力非常強大」」。
這幾件事，自然讓外界認為「卡爾 ‧ 文森」號
正在往朝鮮半島駛去。那時川普剛剛結束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兩位元首都對北韓情勢感到憂
心，川普也表示對北韓獨裁者金正恩及其核武、導
彈計劃「耐心已經耗盡」，各方更因此認為美國藉
由航母打擊群對北韓施壓。於是東北亞風雲緊急，
令人憂心。
豈料「風雲緊急」根本是假的，因為「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正在南邊與澳大利亞海軍舉行
聯合演習，離朝鮮遠得很呢。
這麼一來，等於川普說了謊，也等於國防部長、
美國海軍都說了謊。美國媒體因此出現《被川普騙

了》之類的標題。但是，他們真的說謊了嗎？
問 題 的 起 源 是 軍 方， 而 問 題 的 成 因 則 是「 保
密」。第三艦隊在 4 月 8 日發布消息時，只說「卡爾．
文森」號等艦前往西太平洋，沒有具體說明這支隊
伍的目的地、任務等。艦隊部這麼做，符合美國海
軍一貫作法，但關鍵是正值北韓有事，軍方說這些
艦隻「前往西太平洋」，很容易讓人想到是駛往朝
鮮海域。
川普等人的說法是依據第三艦隊發布的新聞而
來，因此要問的是：軍方說謊了嗎？答案是：沒有。
因為美國海軍網站清楚表明，艦隊離開新加坡後，
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之間的巽他海峽航行，
然後南下與澳洲海軍演習。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區分，
北至蒙古，南至澳、紐，都是西太平洋。
只能說，西太平洋實在很大。如果美國海軍一開
始就說的更詳細些，例如「先航向西太平洋南部，
再航向西太平洋北部」，就不會出現誤解了。只是
如前所述，美軍的慣例是不會說得太具體的。
有人說，在發現外界誤解後，美國海軍為什麼不
出面澄清？要求匿名的美國國防官員回答說，川普
已經強調不惜以武力鎮懾北韓，軍方如果出面澄清，
會減損總統威望，甚至會使北韓誤以為美國政府內
部步調不一。
還好，「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現在終於
在前往朝鮮海域的路上了，預計下周抵達。
這起事件，各方議論很多，最有趣的之一是中國
大陸某網友寫的，說美國這是「空城計」，明明沒
有軍艦在朝鮮海域，卻弄得大家—包括北韓—都以
為大軍壓境，逼得平壤當局不得不趕緊調適，說來
還是美國的心戰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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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舉行記者會介紹今年即將舉行的
多元高峰會及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國建會於周
日（ 4 月 23 日 ）中午舉行記者會，介紹 2017
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將於今年 6 月 17 日
（星期六）及將於 5 月 5 日（ 星期五）舉行的
「多元高峰會」，由國建會會長顧寶鼎主持。
今年的會議主題為： 天然災害防制與海洋科技
、能源、醫療及生化科技、環境保護、奈米及
複合科技、煉油與石化科技、健康、會計、商
業管理等，由各組代表分別介紹如下：
（一 ） 天然災害防制和海洋科技討論會，
由顧寶鼎介紹各演講主題及主講人如下：
「台灣學校鋼筋混凝土建築地震評估與改造工
程」︰
主講者：國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台灣華
人工程學會會長，台灣大學教授黃博士
「海上平台基於材料週期性的震基隔離」︰
休斯頓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休斯敦，TX，Y. L.
Mo，W. Witarto 和 S. Huang
「地震區內海上平台分析設計的近期趨勢」︰
Yashar Moslehy 博士，Energo，休斯頓，德克薩
斯州
「海上土壤基礎數值模擬與離心試驗」︰
Richard Litton 博士，Energo，休斯頓，德克薩
斯州
（ 二 ） 能源討論會
海上油氣安全概況評論︰
張世曉（馬克 Chang）博士，Technip（原職）
2010 年，“Mac Macon”事件和學習評估︰
魯洪波（Hongbo Lu）博士, Shell
在具有挑戰性的能源行業納入防火措施︰
Bernard Weng-Keong Leong, Chevron Corporation
主動和被動防火措施
汪昌（Chang Wang）, Ph.D., Chevron （原職）
( 三 ） 環境保護討論會：（ 主題及主講人
為）
「鋼廠殘渣和灰回收技術」︰
Ying-Jen Chou 博士, 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Greenland 環境可持續發展，台灣，中華民國
「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開發項目的環境問題：在
我們生活地方的應用環境科學與工程」︰
Paul Wild, VP-Environmental Science, Tounay-Wong Engineering, 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氫能技術應用與發展趨勢」︰
Cheng-Mao Tseng 博 士, Secretary General, Empowerment Alliance (SEA), 台灣，中華民國
「全球天氣變化的環境影響 - 德克薩斯州中部

的野生動物案例研究」︰
Chi-Chung Chang 博士, Principal Program manager, AECOM/URS Corp, 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台灣食品廢物回收項目」︰
Michael Liu, President of P & G Corp., 休斯頓，
德克薩斯州
「太陽的力量：太陽能如何在美國創造和持續
的工作」︰
Vance Nobe, CEO, Akari Energy, 休斯頓，德克
薩斯州
「美國城市固體廢物分類和回收/處置技術的趨
勢以及休斯頓生活廢物的分類，回收和處置工
作」︰
Edward Chen, President, Chinese American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Safety, 休斯頓
，德克薩斯州
( 四 ） 納米及複合科技：
由浦浩德主講： 「興納米新材料的生產和
應用在科技升級企業的塑料或橡膠產品」。
盧璐主講： 「離聚物 Surlyn 的多形狀記憶
和可調雙向形狀記憶效應」。
潘建主講： 「波形充電的數值研究」。
范濟州主講： 「高性能和可調人造肌肉基
於雙向形狀的記憶聚合物」。
李昂主講： 「可切割核心交聯膠束的合成
和表徵，基於共聚物的智能藥載體」。
林國強主講： 「添加劑製造： 從納米尺寸
到宏觀尺寸」。
莫詒隆主講： 「多功能碳纖維納米材料應
用在土木結構狀況的監測」。
（ 五 ） 專業會計師-- 財務管理講座： 由
主席 「會計師協會」 會長譚秋晴介紹 講題及
主講人為：
「外國人購買美國人壽保險和遺產規劃」︰
Joel Kuo, J.D., Vice President and National Sales
Director/AIG
「總統特朗普 2017 年的稅收計劃」︰
Annie Hung, Managing Director, Jeffery Wright,
Tax Principal, , Deloitte Tax LLP, 休斯頓
譚秋晴並表示：依照美國會計師協會的規
定，專業會計師執照執有人每年需進修若干小
時，本課程可算八小時進修學分。
（ 六 ） 學生壁報論文比賽： 由國建會前
會長林欣慧介紹，今年將找相關專家作評審，
共有十一位學生參加。
（ 七 ） 天然災害防制和海洋科技討論會
： 主題及主講人為：

「海上平台結構的非線
性火災分析」︰
劉世祥（Shih-Hsiang Liu
） 博士，PE, Sr. Technical- Marine, Enego, a
KBR Company
「介紹海洋推進器和在
海上平台工業的應用」
︰
張 書 豪 （Eric Shu-Hao
Chang） 博 士 ， Senior
Specialist, MCT Engineering, LLC
「岸上（常規）管道和
工具簡介」︰
出席記者會的各組代表與國建會長顧寶鼎（
出席記者會的各組代表與國建會長顧寶鼎
（ 前排中 ），
），準會長黃
準會長黃
魏 宏 展 （Hong-Chan
初平（
初平
（ 前排左二
前排左二）
） ，科技組組長游慧光
科技組組長游慧光（
（ 前排右二
前排右二）
） 及陳康元
及陳康元（
（
Wei ） 博 士 ， Hydraulic
前排左一），
前排左一
），王琳
王琳（
（前排右一 ） 夫婦合影
夫婦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Specialist, MCT
的未來」； 陳逸玲主講： 「如何成為一個合格
「海底管道工程簡介」︰
黃于軒（Yu-hsuan Huang ）博士，Senior Pipe- 的女強人 」。
當天，並由國建會前會長黃壽萱介紹將於
line Specialist, Woodgroup
五月五日（
星期五） 舉行的 「多元高峰會 」
（ 八 ） 生物醫學講座：
主題： （ 一 ）解析美國現今生物醫學產 內容如下：
第 17 屆年度多元高峰會將於 2017 年 5 月 5
業之趨勢及遠景 : 由邱春億博士，施香君博士
日在
Sugar Land Marriott 廣場，16090 City Walk
主講。（ 二 ） 在學期間如何經營自己，為畢
業後找工作儲備更好的裝備與技能？由馬琮瑋 ，Sugar Land，TX 77479 舉行。今年的主題是
“通過包容和領導建立共同點”。自 2001 年以
博士，羅元宏博士主講。
來，每年的多樣化峰會聚集了來自公共和私營
（ 九 ） 煉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
部門的與會者，以促進工作中的多元化和包容
「Yuhuang 甲醇項目更新情況」︰
周禧（Frank Chou）博士，Yu-Huang Chemical 性（D＆I）, 並鼓勵企業和各公司行號，運用其
「用於 FCC 汽油的 GT-BTX Plus 技術：無辛烷 中的交流心得，以提高業務績效。
活動將開始於上午 9 時，發言人萊斯大學瓊
值損失的低硫汽油或額外的芳香族生產」︰
斯商學院院長 Peter Rodriguez 博士，將分享他
Charlie Chou, GTC Technolgy Business Manager
對包容與權力交集點的看法。另一位主要演講
「頁岩氣和頁岩油對石化市場的影響」︰
者是德克薩斯大學新聞學教授 Robert Jensen 博
Henry Don, Technology Director at IHI E&C
( 十 ） 健康講座： 由陳康元醫師，陳王琳 士，會中將分享他的研究 “種族與性別：權力
博士主持。主講人包括： 袁南勇醫師（ 神經內 和認同感”。
午餐主題演講將由德州大學 Chief Diversity
科） 主講： 「認知功能衰退和阿爾茨海默病變
」； 姚聖坤醫師（ 內科） 主講： 「認識糖尿 Officer, Greg Vincent 博士 進行演講。此外，午
餐時間將會提供企業和社區多元化領袖獎。
病 」； 陳康元醫師主講： 「飲料與健康」。
國際教練聯合會休斯敦分會將大會全天為
（ 十一） 教師訓練講座（ 與德州中文台
會議與會者提供免費的職業輔導課程。下午多
合辦）
（ 十二 ） 商業管理講座： 由 「世界華人 元高峰會將舉行包容性領導，衝突管理，LG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辦。會長黃春 BTQ 同盟和供應商多元化會議。
會議註冊是每人 85 美元，學生，非營利和
蘭介紹四位主講人包括： 楊明耕主講 「進軍銀
行和保險行業」； 余惠順主講： 「如何在食品 商會會員將有折扣。請訪問 http://www.diversi製造業中茁壯成長」； 成凡主講： 「光電產業 tysummit.org 了解更多信息和註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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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年5月份會員通告
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
的第二週。即 5 月 13 日,6 月 10 星期六
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有 2016 年及之前的
會員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
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
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II. 本年第二季度、即 4,5,6 月慶
生會謹定於 6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假晚晴公寓大廳舉行。 當天有兩個主
要的專題講座。入場劵分有三種:壽星
劵(含免費晚餐餐盒),自費餐券(每張酌
收五元),和免費參加劵。壽星會員可
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
員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選擇購買自費
餐券或領取免費參加劵。屆時還有豐
富的獎品抽獎助興。以上三種入場劵
皆可參加抽獎。請於 5 月 9 至 5 月 30
日,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
到僑教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向徐驊
先生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1）醫學講座：心房顫動與中風
的防治。主講：全美知名心臟科華人
醫生豐建偉。
心房顫動是最常見的一種心律不
整。除了容易發生在年紀較大的病人
外,其他如有高血壓,心衰竭,糖尿病.甲
狀腺機能亢進等病人,也是心房顫動好
發族群。病人可能有心悸,胸悶,呼吸

困難,喘,頭暈等症狀出現、也可能發
生昏厥的現象。心房顫動發生時,因心
房組織快速不正常放電、無法正常且
有效的收縮,容易造成器官的栓塞,而
導致中風。心房顫動的病人發生腦中
風的機會是正常人的四倍以上。我們
邀請到全美知名心臟科醫生豐建偉為
你講解心房顫動的症狀，如何預防和
治療。請勿錯失良機。
2）專題講座：如何建立和保持
好的信用。主講：國泰銀行的信用專
員。
許多亞裔美國人為了不負債而用現金
付款。他們認為沒有信用與良好信用
可以劃上等號。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
觀念嗎?一旦建立了良好的信用,能享
受到許多優惠,像是汽車保險或是房屋
保險的保費會比較低。為此國泰銀行
的信用專員特為大家講解其重要性。
III. iPad 和 iPhone 第三級,課程以
LINE 為主。將於 6 月 21 日至 7 月 21 日
開班。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上課兩小時。需要有初級班
基礎。每班人數有限。有興趣的會員
請速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
繳費。
IV. 國畫班: 每週一上午 9:30 到 11:
00 在僑教中心 104 教室上課。老師呂
子敬國畫大師是專科出身、有數十年

的國畫繪畫經驗、教學包括工筆
畫和寫意畫。在呂老師的指導之
下,讓學員的國畫將進步神速。
V. 書法班：每週一上午 11:00
點到 12:30 在 105 教室上課。我們
有幸邀請到休士頓著名的書法家
江震遠先生為本會義務教學。江
震遠老師對書法頗有深入的研究
。對中國獨具傳統特色的文房四
寶,文字的分解更是有深厚的認知
。書法是一種藝術,不單止是目有
成熟的審美體系。而且更要了解
依循漢字的結構規律，變化組合
。江震遠老師將會帶給大家更多
學習書法的教材,典故和理論。
VI. 2017 年 5 月 18 日 星期四
、一日遊。將於 5 月 2 日星期二開
始接受報名收費。 。本會所舉辦
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
、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
徐先生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
之 後 、 如 果 還 有 名 額 、 可 電 (713)
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
、午餐、司機 午餐、小費 、瓶裝水
、意外保險、和門票。凡己報名、而
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
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
退費。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

光鹽社健康講座
高血壓、糖尿病與腎臟疾病

我該怎麼知道我是否有高血壓、糖尿
病與其他腎臟疾病？如果有，我又該如何
去控制處理它們？光鹽社將於 05/06 於華
人聖經教會舉辦健康講座。我們很榮幸能
邀請到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來介紹
與講解高血壓、糖尿病與各種腎臟相關疾
病的預防及治療、常見的錯誤觀念、以及
可行的非藥物治療，諸如運動、飲食等等
。
謝春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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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擔任赫曼西南紀念
醫院等多家西南區醫院主治醫師，擁有 20

多年臨床經驗。謝春精通英語、國語和廣
東話。謝春醫師也經常獲邀參與社區健康
活動，謝醫師的熱心與醫術在華人圈大家
都不陌生。
光鹽社健康講座無需費用與報名，講
座後備有茶點，請多多蒞臨。如果您無法
蒞臨，光鹽社當天也將於 YouTube 線上直
播，直播網址：https://www.youtube.com/
user/lsahouston/videos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光鹽社健康講座
時間：05/06/2017 星期六 下午 2 點到 4 點
地 點 ： 華 人 聖 經 教 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高血壓、糖尿病與腎臟疾病
主講人：謝春醫師

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
、別忘了帶相機。名額有限、請儘早
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8:15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
記上車。
• 上午 8:30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 上午---海豚遊船之旅。乘搭一艘
有棚蓋的噴氣驅動船(沒有螺旋槳)的
海豚安全的旅遊船。這艘船將帶我們

沿著 Galveston 海上遊覧並到近距離觀
看海豚在自然棲息之地,拍攝海豚的生
態。並參觀沿著海港的購物街商店。
• 中午---中式自助餐。
• 下午 --- 參觀 Galveston 藝術中心
。藝術中心內展示眾多藝術家所創新
的當代藝術作品。
• 下午 5:30 --- 回到僑教中心。
VII. 4/18 香格里拉植物園一日遊
團體照

休士頓松年學院刻正 中華民國第55屆十大傑出青年選拔推薦
即日起至6月30日截止
發起僑界愛心募款
來自台灣休士頓僑胞、松年學院
語文教學志工老師張文雄牧師，上週
因 Pancreas 胰臟與 Kidney 腎臟衰竭緊
急送醫，目前仍在 Memorial Herman
醫院 ICU 進行搶救，因張牧師工作中
斷而未有醫療保險，昂貴醫療費用壓
力，讓其家人面臨經濟困頓，休士頓
松年學院刻正發起僑界愛心募款，愛
心 捐 款:Check payalbe to Mary Chang(
張文雄之妻),可郵寄至休士頓松年學
院 HTISC ( 地 址: 9720 Town Park Dr.
#104, Houston, Texas 77036) 代收轉致
。
讓我們共同祈禱，祈禱張文雄牧
師脫離險境，讓我們匯聚愛心，幫助
張文雄牧師家人走過困境。

由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舉辦之 「中華民國第 55 屆十大
傑出青年」選拔活動，即日起接受各方推薦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截止
，歡迎僑社各界踴躍推薦海外優秀青年參加選拔，推薦表格請上
網 www.taiwanjc.org.tw/ 「第 55 屆(2017)十大傑出青年選拔」專區
下載運用。
候選人必須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或僑胞證，出生日期在民國 66
年 1 月 1 日以後及 8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性別不拘。職業無限制。
特別注意候選人的品德，不僅是工作和事業上的成功者，也是家
庭和社會上的模範者。當選者由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擇期
舉行頒獎典禮，頒發當選證書及金手獎座，並透過大眾傳播工具
（電視台、報社、網絡等）加以介紹表揚。
當選者有配合參加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各項活動及十
大傑出青年當選人國外參訪之義務。當選者必須出席當選人公佈
記者會、表揚大會，未能出席者，主辦單位有權保留或刪除當選
人之頭銜。
活動聯絡人:蘇總幹事盟凱，電話:0936-398979(台灣);薛秘書
中慧，電話(02)27128960 分機 22(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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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美洲美南賽區新聞發布會
美南賽區新聞發布會
2017 年 4 月 26 日晚五點，在恆豐
銀 行 12 層 會 議 中 心 ， 成 功 舉 辦 了
“2017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美洲美南大
賽”新聞發布會。本次新聞發布會由
陽光傳媒主辦，為美南地區華人首次
打造鳳凰衛視平台盛世平台。出席本
次新聞發布會的嘉賓有著名僑領、
2017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
大賽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本次大
賽協辦單位陽光傳媒總裁 James 羅先
生、大賽組委會成員、恆豐銀行副總
裁、公關經理 Jennifer Zhou 女士、大
賽組委會成員、美南江蘇總會會長
May Chen 女士、大賽發起人之一，總
協調人王麗媛女士。同時來到現場的
還有 2015 中華小姐美洲區亞軍、2017
美南賽區形像大使姜晗女士、2017 中
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特約贊
助商天慶集團美國房地產開發公司總
裁 David Du 先生。
本次活動由大賽發起人之一王麗
媛女士首先向現場嘉賓介紹了賽事具
體情況，並呼籲媒體朋友積極參與，
共慶盛世。接下來，2015 中華小姐美
洲賽區亞軍，2017 美南賽區形像大使
姜晗女士將自己在 2015 年參加中華小
姐的心路歷程，向現場的媒體朋友娓

娓道來，並表示感恩華姐競賽的經歷
，讓她收穫成長，收穫未來。
著名僑領陳灼剛先生，作為 2017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大賽
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將中華小姐
環球大賽推向了休斯頓地區，他表示
這是一個高端又充滿期待的賽事，在
休斯頓地區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我們
期待和大家一起尋找美南新面孔，一
起成就美南的輝煌。本次大賽協辦單
位陽光傳媒總裁 James 羅先生更在講
話中向華人朋友表達了作為活動協辦
單位的大力支持，全力配合中華小姐
的各項活動，為美南賽區爭取更大的
福利。同時 James 還表示，這是一個
全新的起步，今後的日子陽光傳媒會
繼續投入大量資金和經歷推出自己的
各項賽事，鼓勵華人朋友積極參與和
勇於挑戰自我。大賽組委會成員 Jennifer Zhou 女士，也是本次活動的舉
辦場地恆豐銀行副總裁、公關部經理
也表示支持中華小姐美洲美南賽區大
賽，作為服務於華人的企業，必將支
持到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務。最
後，大賽組委會成員、美南江蘇總會
會長 May Chen 女士也呼籲廣告贊助
商，相信鳳凰衛視，支持中華小姐美

洲美南賽區。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賽得到了
社會各界廣告贊助商的青睞，廣告招
商剛剛啟動，短短時間，已經迎來特
約贊助商天慶集團美國房地產開發公
司總裁 David Du 先生的大力支持，
David Du 先生更是作為贊助商代表在
新聞發布會當天登台講話，表達對於
本次活動的支持和認可。同時，新聞
發布會當天的讚助商還有華美裝飾工
程公司 Victoria Jiao 總裁、豐建偉基金
會 、 Sterling McCall Toyota 車 行 ， 大
賽指定化妝子林工作室，以及大賽特
約服裝贊助 Lyda Formals，Lyda Formals 的 服 裝 暢 銷 全 美 ， 曾 贊 助 支 持
Miss Virginia 冠軍選手。 Lyda Formals
將贊助大賽決賽選手全部量身定晚禮
服。
本次大賽於 4 月 17 日全面啟動，
於 6 月 30 日截止。 7 月 1 日美南賽區
海選正式打響，7 月 15 日美南賽區決
賽。作為美洲新賽區的美南賽區在火
熱報名中。廣大華人朋友可登錄鳳凰
美洲網首頁 miss.ifengus.com 報名，也
可通過搜索陽光傳媒公眾號 sunetmedia，了解美南賽區報名方式和參賽條
件，並通過組委會開通的報名專線及

圖為大會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
圖為大會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
（ 左四 ），
），協辦單位陽光傳媒總裁
協辦單位陽光傳媒總裁 James
羅先生（ 右四 ），
羅先生（
），特約贊助商天慶集團房地產開發公司總裁
特約贊助商天慶集團房地產開發公司總裁 David Du 先生
（ 左三 ），
），大賽組委會成員
大賽組委會成員，
，恆豐銀行公關經理 Jennifer Zhou 女士
女士（
（ 左二
），以及大賽發起人王麗媛女士
），
以及大賽發起人王麗媛女士（
（ 右三 ），
），美南江蘇總會會長
美南江蘇總會會長 May Chen,
( 右二
右二）
） 及 2015 中華小姐美洲區亞軍姜晗女士
中華小姐美洲區亞軍姜晗女士（
（ 右一
右一）
） 合影於記者會上
合影於記者會上。
。
（ 記者秦鴻鈞攝 ）
聯絡人進行線下報名。
報名聯絡人：
秦譽嘉：832-570-9000（Houston）
姜 晗：832-667-7095（Houston）
付 玉：214-901-2198（Dallas）
Esther Zhu：469-412-2862（Dallas）
Linda Luo：832-512-3591（Austin）
Yina Zhang：919-536-2190（Lousiana
）
同時也歡迎各商家企業共襄盛舉
，通過贊助本次大賽最大限度的推廣

您的企業，和賽事一舉雙贏，獲得更
多的社會影響力和美譽度。
中華小姐美洲大賽美南賽區廣告
贊助合作事宜聯絡人：
May Chen：832-260-5291
Jennifer Zhou：832-620-2888
王麗媛：832-961-0598
歡迎各界媒體、嘉賓和朋友們加
入，一起見證最美美南新面孔的誕生
。

青島麵食一把手王老闆新開 「 又一村
又一村」」 專為糖城
專為糖城，
，密蘇里市民服務
供應中式麵食，
供應中式麵食
，本周又新增飯團
本周又新增飯團，
，豆腐腦
豆腐腦，
，小餛飩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青島麵食一把手王
老闆，自從他的中式麵食燒餅，油條，包子，
饅頭，花捲，芝蔴餅在中國城打開知名度後，
應很多專程從糖城，密蘇里巿專程來買饅頭，
包子的 「粉絲團」要求，王老闆在現在糖城，
密蘇里巿最繁華的地段，位於六號公路與 River Stone 交口附近，讓附近的華人可就近購買
大家心儀不已的中式麵食。
王 老 闆 這 家 麵 食 店 叫 「DAWN KOLACHES 」，是一家美式 Donut 店，專賣各種
美式甜鹹 Donut, 是早餐及下午茶的名點，再配
上該店供應的香醇咖啡，真是再完美不過。該
店又有 一中文店名 「又一村 」，專賣大家心
儀不已，華人最愛的中式麵食，如燒餅、油條
、包子、饅頭、花捲、芝蔴餅，是中式早餐的
主角，華人將趨之若鶩。
「又一村 」 應各界要求，本周（ 4 月

27 日） 起推出豆腐腦及飯團，小餛飩，其中
飯團，小餛飩每天都有供應，但周六，周日兩
天，在中午十二點後推出。
DAWN KOLACHES (西式)
營業時間 :5:30
又一村(中式)營業時間:6:30
close 時間暫定---下午 2:00(周一、周二、周三)
下午 4:00(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目前可供中式早餐:
牛肉燒餅、五香燒餅、油酥燒餅、豆沙燒
餅、桃酥、饅頭、花卷、豆沙包、小餛飩、糯
米飯團、醬牛肉、豬臉肉
(同時期待新品陸續推出...)
周六、周日、周一:
饅頭、花卷、豆沙包不能供應
周六、周日上午 12:00 前:

小餛飩、飯團不能供應
其余時間段盡量滿足供應，但由於新店人
力不足，特殊情況敬請諒解!
地址:6302 Hwy 6 South Ste L Missouri City,
TX 77459
電話:832-987-1496

國泰銀行宣佈委任Mr. Dale Wilson為資深副總裁，油燃氣部經理
國泰銀行宣佈委任 Mr. Dale Wilson 為資深副總裁，出任設於德州
休士頓的油燃氣部經理。上任後，Mr. Wilson 會以其上中游油燃氣交
易的經驗制定相關信貸政策，並為國泰銀行的企業金融部建立油燃氣
行業專業貸款團隊。
國泰銀行執行副總裁，企業金融部主管吳凱梨先生表示： 「我們
十分榮幸，能聘請到 Mr. Wilson 這樣般對能源行業有深厚專業經驗及
知識的人才。他的加入再次證明國泰銀行致力為各種專門行業提供金
融服務。我們期許新成立的油燃氣部能邁向成功。」
Mr. Wilson 曾服務不同的跨國金融機構，擁有超過三十五年的油
燃氣及能源業金融經驗。加入國泰銀行前，Mr. Wilson 出任位於南德
州及路易斯安那州的 BancorpSouth 的地區經理。較早前，他為美國滙
豐銀行的資深副總裁，德州區域企業執行官；服務德州、新墨西哥及
俄克拉何馬州的能源及企業客戶。Mr. Wilson 也曾出任美國銀行及花
旗銀行的能源相關職務，並為 Devon Energy Corporation 的企業財務
主管。

Mr. Wilson 畢業於 Baylor University，為金融及會計工商管理學士
。多來年，他活躍於各個商業組織，包括 Financial Executives International、Independent Petroleum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及 Junior Achievement。
請電郵至 Dale.Wilson@cathaybank.com 聯絡 Mr. Wilson。
FDIC 會員 平等房屋貸款機構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CATY）的附屬
機構。國泰銀行成立於 1962 年，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
服務。國泰銀行的總部設於洛杉磯，並在美國本土的加州、紐約州、
伊利諾州、華盛頓州分行、德州、馬里蘭州、麻州、內華達州及新澤
西州設有超過五十間分行。國泰銀行另在香港設有分行，及於台北及
上海設有代表處，服務大中華市場。國泰銀行網站 www.cathaybank.
com。FDIC 保險的保障限於提供予國泰銀行美國境內分行的存款帳
戶。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帶狀疱疹(皮蛇) 我怕怕
帶狀疱疹俗稱為”皮蛇”或”飛蛇”，是水
痘-帶狀疱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感染所造成
的疾病，該病毒會潛藏在背根神經節中。當身體免
疫系統發生問題、或低落時發病，而最常發病的症
狀部位大多出現在身體的一側，如胸部與頭頸部等
部位。患病時雖不會致命，但是後遺症卻可能讓患
者痛苦不堪。
帶狀疱疹發病族群大都以 60 歲以上的老人的患
者為最多，因為隨著身體老化的免疫機制的衰退而
造成。其次是年輕患者多半則因為壓力大或缺乏休
息時，當免疫力太低時而發病。
要如何預防及治療帶狀疱疹 「皮蛇」，以免讓
它成為您 「身上永遠的痛」，擁有健康生活。美南
銀行( Member of FDIC)有鑑於此，特與休士頓大學
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共同合作，將於 5 月

6 日(周六)的社區服務講座，邀請周晶女士為廣大
民眾講解如何從生活中預防 「帶狀疱疹」及發生後
減輕症狀和後遺症的的發生，以及相關應注意的事
項等。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會後有獎徵答，現場並將
備茶點招待，歡迎對於健康保健有興趣的朋友及社
區民眾踴躍參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入座
， 以 免 向 隅 。 連 絡 電 話 ： Ling Chuang
713-272-5045 (中/英文)
•
時 間 : 2017 年 5 月 6 日 ， 週 六 上 午 10:
00am-12:00pm
•
地點 : 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
主講人 : 周晶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休士
頓西南區家庭診所、家庭科執業護師)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
凝聚華岡心‧分享華岡情‧關懷華岡人
校友總會為凝聚華岡人感情，每年舉辦全球校友年會，邀請
全球各地校友共襄盛舉，迄今已舉辦七次年會，並受到廣大校友
的支持與肯定。2017 年全球校友年會由校友總會主辦，並委由鳳
凰旅行社規畫行程，即將在今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於世界音樂
之都－維也納舉行，我們將前往奧地利、捷克、匈牙利三個國家
，行程包含許多熱門觀光景點，如熊布朗皇宮、莫札特出生地：
薩爾茲堡…等，詳細行程說明請您參閱附檔《2017 年全球校友年

會簡介》。我們極力邀請您、熱切期
盼您，與我們一同前往維也納，共享
這個專屬於您、我的華岡人盛大歡聚
！ 隨函謹附 2017 年全球校友年會暨旅
遊活動簡章及報名相關資料，行程共分為 10 天(7/6-7/15)、15 天
(7/6-7/20)兩種行程供您選擇。我們由衷希望您不僅詳細地閱讀
，更重要的是：馬上提筆、上網、來電、傳真，以任何您最方便

、最迅速的方式，立即完成報名！校友總會衷心獻上這難得的邀
約與誠摯的企盼：
2017 中國文化大學全球校友年會，與您在維也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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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中美合拍電影創投會順利啟動
（本報記者黃梅子）今年是第 50 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也是“全景中國”單元創辦第三年。本屆電影節從 5 月 21 日開幕到 5 月 30 日閉
幕，有一系列的電影主題活動和論壇以及 Gala，吸引了來自海內外的許多電影公司、投資商來到休斯頓。本周四上午，第 50 屆休斯頓國際
電影節中美合拍電影創投會啟動儀式暨新聞發布會在 Marrito 酒店舉行，十多家來自中國的電影公司代表出席創投會，參加發布會有媒體、
以及美國的獨立電影人、編劇等。創投會由中國著名電影策劃人，北京中聯華盟文化傳媒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劉曉霖先生主持，無敵影業、
諾華視創、中國華融、EE Data 美國精彩娛樂數據信息有限公司、大唐輝煌傳媒有限公司、中南紅文化集團、華皇電影、中國紀實傳媒產業
集團等公司代表都發言表示對好劇本和好項目的期待。創投會為原創劇本和電影公司之間搭建一個橋梁，從 2017 年 4 月 27 日起至 8 月 1 日
止，凡是題材與科幻、奇幻以及中美合拍三大主題有關的電影劇本都可以投稿，需要中英雙語的完整劇本，由投資商、電影公司和導演、
資深編劇等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委會將於 9 月 15 日前選出 20 個電影計劃，將於 2017 年 10 月 15 日選出 10 個年度入圍劇本項目，並將這 10 個項
目推薦給投資商和電影公司。入圍的劇本項目將有機會獲得現金和非現金獎項，並有機會與電影公司簽約，把劇本拍成電影。

2017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全面啟動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組委會成員

（本報記者黃梅子）4 月 26 日，在恒豐銀行 12 樓會議
中心舉辦了 2017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新聞發
布會，本次新聞發布會由陽光傳媒主辦。出席本次新聞發
布會的嘉賓有著名僑領、2017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
賽區大賽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本次大賽協辦單位陽光
傳媒總裁 James 羅先生、大賽組委會成員、恒豐銀行副總
裁、公關經理 Jennifer Zhou 女士、大賽組委會成員、美南
江蘇總會會長 May Chen 女士、大賽發起人之一，總協調
人王麗媛女士。同時來到現場的還有 2015 中華小姐美洲
賽區亞軍、2017 美南賽區形象大使姜晗女士、2017 中華
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特約贊助商天慶集團美國房地
產開發公司總裁 David Du 先生。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英語：Miss Chinese Cosmos Pageant），簡稱中華小姐、華姐，是香港鳳凰衛視舉辦的全
球性選美盛事，於 2003 年舉辦首屆。是“拉近全球華人
距離、建立華人新生代美麗標準”的選美大賽，它推崇
“美麗與智慧同行，內在與外在兼修”，宣導“美麗與活
力、勇敢與智慧、個性與愛心”的華人新女性形象的樹立
，是唯一由電視媒體獨家主辦的時間跨度最長、空間跨度
最大，覆蓋全球的歷時半年的選美比賽。大賽的冠亞季殿

兒童濕疹久治不愈 “飲料”惹的禍（1）

夏天，甜甜的飲料是孩子
們的最愛。但是這些飲料帶給
孩子們各種各樣的皮膚病，濕
疹就是其中一種。專家證實，
飲料中的甜味劑能夠導致兒童
過敏並引發各種皮膚病，尤其
是濕疹。如一些甜蜜素，會刺
激孩子的胃腸道，引發過敏。
兒童飲用後易引起蕁麻疹、皮
膚瘙癢、濕疹和過敏性皮炎等
。
所以，凡患有皮膚病的兒
童，不宜喝各種飲料，以防誘

發或加重皮膚病，應該以純淨
水為主。
案例：我叫曉玲，有一個
8 歲的兒子。三年前移民來加
拿大，孩子開始有了濕疹。
（此案例，由於篇幅有限，請
看下期。“飲料”惹的禍）。
當然，誘發濕疹，飲料只
是一個方面，食物引起的濕疹
更為複雜。要想杜絕各種濕疹
，就要杜絕一切過敏源。
濕疹兒童在飲食上有什麼要求
？

要想徹底治好濕疹，首先
要去醫院接受過敏源測試。並
將測試出來的所有過敏食物完
全杜絕。同時多吃一些有利於
濕疹的防禦和治療的食物。其
種類有：
1、苦瓜：苦瓜內含奎寧。具有
清熱解毒、祛濕止癢之功。對
治療濕疹有幫助。
2、番茄：番茄堿有抑菌消炎作
用，有利於濕疹的治療。
3、韭菜：韭菜有解毒祛濕的功
效，濕疹患者可多吃韭菜。等

等。
濕疹患者應該忌口的食物
濕疹，中醫認為是先天不足、
胎火濕熱，或因後天脾胃運化
失職，致使濕熱蘊積肌膚。如
果再濫補亂吃，猶如火上澆油
，使疾病更難治療。所以濕疹
患者應該忌口，其種類有：
1.糯米：滋膩粘滯，濕疹患者
多食或久食，濕熱之邪更甚，
所以應當忌食。
2.雞肉：濕疹患者多於濕熱，
雞肉是肥膩壅滯的溫補食物，
應當忌食。另外，雞肉多食可
生熱動風，也容易引發皮膚瘙
癢，加重病情。所以不宜食用

著名電影策劃人劉曉霖主持創投會
軍均有在鳳凰衛視工作的機會，有可能從此進入新聞傳媒
界，成為著名的主持人或記者。
中華小姐美洲美南賽區從 4 月 17 日開始報名，於 6 月
30 日報名截止，7 月 15 日美南賽區決賽。
這是一個高端又充滿期待的賽事，在休斯頓地區具有
裏程碑的意義。我們期待和大家一起尋找美南新面孔，一
起成就美南的輝煌。

。
3.螃蟹：性質寒涼，民間以及
古代醫家都將螃蟹看作是發風
動疾的大發之食物，吃了以後
會加重或者誘發皮膚瘙癢的病
情，所以切勿服食。
4.帶魚:是海腥發物食品，濕疹
患者忌食。等等。
另外，專家提醒：切勿濫用各
種激素性止癢藥，它們對濕疹
只起緩解作用，但危害更大。
目前，加拿大上市的純天然中
草藥膏—《劍牌》皮膚病霜是
你的不二之選。無激素，效果
很好，一試便知。（待續）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

續報導。可告知：美國，加拿
大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
有銷售。統一零售價$38。廣告
圖片及銷售網站見第 C2 版。
誠征代理商。免費電話：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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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2017 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記者會
「會計師協會
會計師協會」」 會長譚秋晴
（ 右一 ） 介紹 「 專業會計
師-- 財務管理講座 」 的細
節。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前國建會長林欣慧（
左 ）介紹學生壁報論文
比賽。
比賽
。

出席記者會的各組代表與國建會長顧寶鼎 （ 前排中
出席記者會的各組代表與國建會長顧寶鼎（
），準會長黃初平
），
準會長黃初平（
（ 前排左二
前排左二）
） ， 科技組組長游慧
光 （ 前排右二
前排右二）
） 及陳康元
及陳康元（
（ 前排左一
前排左一），
），王琳
王琳（
（前
排右一 ） 夫婦合影
夫婦合影。
。

出席記者會的各組代表前來報告。
出席記者會的各組代表前來報告
。

陳王琳女士 （ 右 ） 介紹她與陳康元
陳王琳女士（
醫師（
醫師
（ 左 ） 共同主辦的 「 健康講座
」 細節
細節。
。
黃壽萱（
黃壽萱
（ 右 ） 介紹將於 5 月 5 日舉行的 「 多元高峰會 」 。

記者會由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中 ）主持
記者會由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主持，
，旁為準會長黃初平
旁為準會長黃初平（
（ 左） 及台北經文處
「 科技組 」 組長游慧光
組長游慧光（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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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證件介紹及最新移民消息
夏季是旅行出遊的旺季。作為身
在美國的華裔，在出入美國國境時注
意備齊證件非常重要。
美國公民
美國公民出國旅行需要準備有效
的美國護照。美國政府要求所有公民
出入境，包括墨西哥,加拿大，都必須
持有美國護照，使得美國護照申請人
數激增。暑假和寒假都是出遊的黃金
季節，國務院估計申請美國護照的人
數將有增無減。因此，我們提醒有出
境旅行計劃的讀者儘早申請美國護照
，以免耽誤行程。
美國綠卡持有者
美國綠卡持有者出國旅行需要準

備有效護照和有效綠卡。護照有效期
要在六個月以上。美國綠卡持有者如
果打算出境超過六個月以上，或取得
美國綠卡後在美國境外停留時間較長
的人士打算出境超過三個月以上，最
好申請白皮書。白皮書外形很像護照
，一般兩年有效。持有白皮書一般不
容易被刁難,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根 據 美 國 移 民 局 （USCIS） 於
2008 年 3 月 5 日公佈的對白皮書(Reentry Permit) 和 難 民 旅 行 證 (refugee
travel documents)的規定，凡申請以上
旅行證的人士，必須經過打指紋，照
相等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
背景調查。根據此規定，凡是 14 歲以
上 、 79 歲 以 下
的申請人，在
申請費 的基礎
上，須多繳納
$85 元的打指紋
費用。有特殊
情形須加速申
請回美證的申
請人，需提出
充足的理由，
並提供預付郵
資的快遞回郵
信封。在遞交
回美證申請後
，都必須在移
民局指定的處
理中心經過打
指紋，照相等
生物信息提取
程序。另外移
民法還要求，
申請人在遞交
旅行證申請時
，必須在美國
境內。我們建
議申請人至少
提前兩到三個
月提出旅行證
的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 國 移 民 局
於 2017 年 4 月
17 日 宣 布 ， 在
從 4 月 3 日開始
的前五個工作
日內，移民局

共收到 199,000 份佔名額的 H-1B 工作
簽證申請,今年的申請數目創三年最低
。在 2016 年 4 月的前五個工作日，移
民局收到 236,000 份佔名額的 H-1B 工
作簽證申請。 2015 年 4 月的前五個工
作日，移民局收到 233,000 份佔名額
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
2.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在
官網正式宣布，已經收到超過 65,000
個 H-1B 常規名額和 20,000 個留給在
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H-1B 申請。換句話說，今年 H-1B
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完。移民局會
先抽取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
上學位的兩萬個名額，沒有被抽中的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位的申請將
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續參與第二
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被抽
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和所有申請
材料，並會附上一封解釋信。
3.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將
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 H-1B 簽證的欺
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郵
箱，鼓勵美國勞工和 H-1B 簽證持有
人舉報可能存在的 H-1B 欺詐行為。
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對
H-1B 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對
僱傭 H-1B 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
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 H-1B。
4. 3 月 31 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機程
序 員 （Computer Programmer） 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
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請人申請 H-1B 工作簽證設立更高
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
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 H-1B 工作簽
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5. 移民局 3 月 3 日表示，因 H-1B 案件
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 4 月 3 日起，
暫停加急服務。加急服務可能暫停 6
個月左右。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而
延期或者換雇主，從 4 月 3 日起也不
能申請加急服務。
6.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調漲申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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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卡延期的申請費（I-90）從$365
漲 到 $455，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
作簽證申請費從$325 漲到$460。親屬
移民(I-130)申請費從$420 調到$535。
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
）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申請$575
。職業(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
從$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綠卡
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
拿到婚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
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不包括
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
$380 漲到$410。指紋費$85 不變。公
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
包括指紋費)。投資移民申請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
卡轉成正式綠卡，I-829 申請費$3750
不變。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I-924 申請
費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局還
提出一項新的收費，將 I-924A 的投資
移民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
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 2010 年
11 月。
7.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行
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提前
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
約 ” 網 站 （http://ppt.mfa.gov.cn/ap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時間
。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示打印
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帶相關資
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館遞
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臨時
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人有其他
極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情況外，
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的護照、旅
行證申請。
8.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效
期 B1/B2、B1 或 B2 簽證的申請者，
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登記。所
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旅
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過
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效。登記
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
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
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鄢旎律師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
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
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
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
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
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
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
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
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
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
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
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
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託書
。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
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
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 五:9:
00AM-5:00PM, 週 六:10:00AM-1:
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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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摩托車遊行 騎手蝙蝠俠造型酷炫亮相

廣場現巨型 花毯
土耳其舉辦郁金香節

泰國舉行拖拉機比賽
泥漿中上演“
泥漿中上演
“速度與激情
速度與激情”
”

﹁
﹂

泰國素攀，
泰國素攀
，當地舉行拖拉機比賽
當地舉行拖拉機比賽，
，選手們駕駛著
各式各樣的改裝拖拉機在泥地裏展開競爭。
各式各樣的改裝拖拉機在泥地裏展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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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2017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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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特別顧問，希望能夠像幫助中國企業那樣
去幫助其他地區的企業。到訪非洲，是為了幫
助非洲國家的企業面向中國和全球進行銷售、
帶動非洲經濟增長。
壹同接受媒體采訪的馬雲也告訴記者，通
過與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合作，自己也非常期待 7
月份能夠第壹次到訪非洲，對此也有很高的期
待。屆時，將會帶領壹個由中國商界領袖組成
的大規模代表團，探索與非洲的商業合作。

﹁

﹂

凸顯

綜合報導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基
圖伊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透露，馬雲將在 7 月份到
訪非洲，10 個非洲國家的總統在等待馬雲和阿
裏巴巴。
基圖伊表示，馬雲會在盧旺達和 10 個非洲
國家的總統會面，討論壹系列面向創業者等的
合作舉措，激勵年輕人和非洲的領袖們，打造
賦能的環境。
基圖伊稱，馬雲作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

馬雲強調，很重要的是，自己將有機會與
非洲的年輕人對話、與非洲創業者們溝通，同
時也有機會與 10 位非洲國家的總統交流。“我
希望聚焦非洲的電子商務、支付、普惠且可持
續發展的支持，也希望聚焦在教育以及環境保
護。”
當天，作為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貿
易和發展會議青年創業和小企業特別顧問的馬
雲，首次來到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受到了貿易
和發展會議秘書長基圖伊等高層及員工的熱烈
追捧。
在當天舉行的聯合國數字轉型論壇上，馬
雲表示，電子商務是為發展中國家而生的，是
為年輕人、為中小企業，為剩下的 80%而生。
來自肯尼亞、尼日利亞等 10 多個國家的部
長們傾聽了馬雲等的對話，並對其支持全球小
企業和年輕人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支持。
自去年 9 月受邀聯合國任職以來，馬雲壹
直在全球各地奔走，2016 年，馬雲飛行了 800
多個小時，到訪 33 個國家和地區，見了 19 個
國家的元首和首腦。2017 年，已經見了 9 個國
家的領導人。履行幫助年輕人和小企業發展
的職責。
馬雲解釋說，自己要做的不是全球化阿裏
巴巴，而是全球化電商基礎設施、全球化阿裏
巴巴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將這些分享給年輕
人。如果能夠激勵更多年輕人、更多年輕創業
者，如果能有更多女性參與，這個世界會更加
美好。

綜合報導 國際豪華郵輪“輝
煌”號近日抵達大連港，拉開了大
連港今年郵輪始發的序幕。大連港
集團對外披露，大連港國際豪華郵
輪始發迎來快速發展的“第二季”，
相比去年 27 個始發航次，今年的
增長幅度超過 50%，國際郵輪始發
航次數量將再創新高。
作為中國東北地區最大的開放口
岸，大連港是該區域進入太平洋、面向
世界的海上門戶。2016年，大連港國
際郵輪中心正式開港運營，標誌著大
連港正式步入國際郵輪始發港行列。
據介紹，此次始發的“輝煌”號
今年計劃在大連港運營20多個航次。
根據計劃，大連港郵輪始發將從今年4
月持續至10月底，共約40個航次，東
北郵輪旅遊“蛋糕”將進壹步做大。
今年，“維多利亞”號、“抒
情”號 2 艘大型國際郵輪將陸續在
大 連 港 始 發 近 20 個 航 次 ， 其 中
“抒情”號今年將繼續運營 5 個航次；世界
著名的歌詩達郵輪公司旗下的“維多利亞”
號也將首次在大連港開辟始發航線。
值得壹提的是，在上述航次的郵輪始發運
營中，郵輪經濟效應已經開始快速延伸到大連
市旅遊行業的各個環節，拉動效應初步顯現。以
“抒情”號2016年數據為例，在該輪五個航次
進出大連港的21152名遊客中，外地遊客選擇酒店住宿
的達8000人，並產生了餐飲和購物等旅遊消費；約有
3000名遊客選擇順便前往大連的著名景區遊覽，使相關
行業從中受益。
大連港方面表示，近年來，大連憑借豐富的旅
遊及市場資源成為中國郵輪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今後更多郵輪公司將旗下的郵輪遷到大連港始
發，將帶動和激發東北郵輪經濟新的增長點。初步
估算，到 2020 年，大連國際郵輪中心可為城市帶來 2
萬個就業崗位和百億元人民幣的稅收，凸顯郵輪產
業的“復合價值”。

郵輪效益

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
十個非洲國家的總統在等待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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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港國際郵輪始發航次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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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壹季度中國社會物流總額為 56.7 萬億元
同比增長 7.1%
綜合報導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 26 日發布的 2017 年第
壹季度物流運行通報顯示，中國社會物
流總額為56.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7.1%左右，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1 個百分點，比
2016 年提高 1.3 個百分點；社會物流總費

用與 GDP 的比率為 14.9%，比 2016 年同
期下降 0.2 個百分點。
有分析稱，這顯示出在中國整體國
民經濟增速回升的帶動下，物流需求規
模呈現穩中有升的態勢。
統計數據顯示，2017 年第壹季度，
中國工業品物流總額 52.5 萬億元，按可

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6.8%，增速比
2016 年提高 1 個百分點；進口貨物物流
總額 3.0 萬億元，增長 15.6%，提高 9.3 個
百分點；農產品物流總額 0.5 萬億元，增
長 3.0%，提高 0.1 個百分點；單位與居民
物品物流總額 0.2 萬億元，增長 31%，回
落 14.7 個百分點。

這份物流運行通報稱，2017 年第壹
季度，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為 2.7 萬億
元，同比增長 9.9%，比 2016 年同期提高
7.6 個百分點。社會物流總費用顯著回升
主要是受到物流服務價格上漲較快，物
流實物量增加及去年同期基數比較低等
因素影響。

這份物流運行通報同時稱，中國
物 流 業 總 收 入 增 速 加 快 ， 進 入 2017
年，中國物流市場化程度持續提升，
物流市場規模加速擴大。第壹季度
物 流 業 總 收 入 為 2.0 萬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2.8% ， 比 2016 年 同 期 提 高 9.2 個 百
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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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Prepares For War: North Korea Marked Military Anniversary With The Country's 'Largest Ever' Live-Fire
Artillery Drills On Tuesday With Rockets And Torpedoes Fired At Mock Enemy Warships During Country's
'Largest Ever' Live-Fire Artillery Drills

BRINK OF WAR?

Kim Jong-Un's army readied for war as they fired
rockets and torpedoes at mock enemy warships during
North Korea's 'largest ever' live-fire artillery drills on
last Tuesday.
Hundreds of tanks were lined up along the eastern
coastal town of Wonsan in a show of military strength
to celebrate 85 years since the North Korean army was
created.
Kim saluted the military as he watched the exercises
on Tuesday, which involved the firing of more than 300
large-calibre artillery pieces and included submarine
torpedo-attacks.
Just one day later, South Korea conducted joint
military live-fire drills with the US at Seungjin fire
training field in Pocheon, South Korea, near the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And in a defiant bit of timing, South Korea have
announced that key parts of a contentious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have been installed.
The South's trumpeting of progress in setting up the
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or
THAAD, comes as high-powered US military assets
converg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s a combative
North Korea signals possible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ing.
On the same day, a US guided-missile submarine
docked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is also headed
toward the peninsula for a joint exercise with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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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 August 1894 – 17 April 1895) was fought between Qing Dynasty China
and Meiji Japan - Japanese Naval Victory off Haiyang Island” by Nakamura Shūkō, October 1894.

People also gathered in open spaces to take part in
organized dancing, another common way to mark
holidays.
'Our great leaders founded and wisely led our
revolutionary army, and just like that, now our
respected Marshal Kim Jong-Un is leading wisely, so
even though the situation is tense, we are celebrating
the day,' said Choe Un Byol, who came with his family
to the bronze statues of the former leaders.
North Korea often also marks significant dates by
display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y. It launched a missile
one day after the 105th birthday of late founder Kim Il
Sung on April 15.

Donald Trump says Jong-Un isn't as strong as he
claims and blamed global community for not reining
him in.

The exercise took place as a US guided-missile
submarine arrived in South Korea and envoys from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met in Tokyo to discuss
the growing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program.
Speculation had mounted that the North could carry
out a sixth nuclear test or another missile launch to
mark 85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its army.
The South's Yonhap news agency cited a government
source as saying the exercise was the North's 'largest
ever'.
Meanwhile, a senior analyst warned that the back-andforth threat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could
cause a needless stumble into war.
On Monda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dictator
Jong-Un isn't as strong as he claims to be, and he
blam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not doing
more to rein him in.
The 'status quo' on North Korea is 'unacceptable,'
Trump told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t the White House.

North Korea held massive live-fire artillery drills
on Tuesday as it marke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its military.

'The council must be prepared to impose additional
and stronger sanctions,' Trump said.
Senior analyst, Jonathan Pollack,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ays the back-and-forth threat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raises the stakes', according to
CBS.
'We could stumble needlessly into w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crisis in East Asia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ed in the Korean War in 1950,' Pollack warned.
'The situation prevail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so tense that a nuclear war may break out due to
the frantic war drills of the US imperialists and their
vassal forces for aggression,' Gen Pak Yong Sik told
a meeting of thousands of senior military and civilian
officials.
South Korea's Joint Chiefs of Staff said it was closely
watching North Korean military action in the Wonsan
city area, where it said the drills were being held.
The exercise involved 300 to 400 artillery pieces, but
an official from Seoul's Defense Ministry couldn't
confirm the details.
Flower-laying and bowing at statues and portraits of
the leaders is a regular routine on major anniversaries.

Kim Jong-Un's army readied for war as they fired
rockets and torpedoes at mock enemy warships
during North Korea's 'largest ever' live-fire artillery
drills on Tuesday. More than 300 large-calibre
artillery pieces were fired in the drill, called a
'Combined Fire Demonstration.'

Recent US commercial satellite images indicate
increased activity around North Korea's nuclear test
site, and third-generation dictator Jong-Un has said the
country's preparation for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launch is in its 'final stage'.
The USS Michigan,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arrived at the South Korean port of Busan in what was
described as a routine visit to rest the crew and load
supplies.
Cmdr Jang Wook from South Korean navy public
affairs said there was no plan for a drill.
The submarine's arrival comes as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headed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 a joint exercise with South Korea. The US 7th
Fleet said two American destroyers were conducting
simultaneous maritime exercises with naval ships from
South Korea and Japan.

Hundreds of tanks were lined up along the eastern
coastal town of Wonsan in a show of military
strength celebrating 85 years since the North
Korean army was created.

Despite the buildup, Trump has reportedly settled on a
strategy that emphasizes increased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with the help of China, the North's only major
ally, instead of military options or trying to overthrow
North Korea's government.
Trump tol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at they must be
prepared to impose additional and stronger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This is a real threat to the world, whether we want to
talk about it or not,' Trump said Monday.
'North Korea is a big world problem, and it's a problem
we have to finally solve. People have put blindfolds on
for decades, and now it's time to solve the problem.'
Nikki Haley, Trump's UN ambassador, said the US
is not looking for a fight with Kim and would not
attack North Korea 'unless he gives us reason to do
something'. She praised China's increased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When asked about the threshold for US action, Haley
told NBC that 'if you see him attack a military base, if

you see some sort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en obviously we're going to do that'.
But asked what if North Korea tests an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 or nuclear device, she said: 'I think then the
president steps in and decides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agreed Tuesday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he South's envoy
for North Korea said after meeting his American and
Japanese counterparts in Tokyo.

southeast was blocked.
Yonhap noted that about 200 residents and protesters
rallied against THAAD in front of a local community
center, some even hurled plastic water bottles.
Kim Jong-kyung, a leader of a group of residents
protesting the deployment told the media that over 10
demonstrators were injured during clashes with the
police.
Jong-kyung said protesters rallied overnight and would
stay near the location.
South Korea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Seoul and
Washington have been pushing to get THAAD up
and working quickly, to cope with North Korea’s
advancing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s.
North Korea, signaling a possible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ing, as it conducted live-fire artillery drills to mark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its millionperson strong Korean People’s Army.
The live-fire drill took place in the Wonsan region on
Tuesday afternoon and involved up to 400 artillery
pieces, which were supervised by the country’s leader,
Kim Jong Un.
The South Korean media added that the cannons, with
a range of 30 kilometres, could reach Seoul if brought
to the front line.
It also involved the firing of more than 300 largecaliber artillery pieces and included submarine
torpedo-attacks on mock enemy warships.
Meanwhile,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is
heading towards the troubled peninsula for a joint
exercise with South Korea.
THAAD has not only angered North Korea, but also
China and Russia - both countries that have seen the
system’s powerful radars as a security threat.
However, China,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hoping to simultaneously rid the
North of nuclear weapons.

Joseph Yun (from left), U.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North Korea policy, Kenji Kanasugi, directorgeneral of the Foreign Ministry's Asian and
Oceanian Affairs Bureau, and Kim Hong-kyun,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Korean Peninsula peace
and security affairs at the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join hands before their meeting about
North Korean issues at the Iikura Guesthouse in
Tokyo on Tuesday. (Photo/AP)

'We agreed to warn North Korea to stop any additional
strategic provocation and take intolerably strong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Pyongyang if it goes ahead
with such provocations,' Kim Hong-kyun told reporters
following his meeting with Joseph Yun of the US and
Japan's Kenji Kanasugi.
Kim said they discussed ways to get more cooperation
from China and Russia, which they agreed is crucial
to applying effectiv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abandon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said they
also recognized China's recent steps toward that goal.
Japan's Foreign Ministry announced that China's envoy
for North Korea, Wu Dawei, was arriving in Tokyo on
Tuesday for talks with Kanasugi that may take place
later this week.
Related
North Korea Furious After Contentious
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THAAD) Installed As Protests
Break Out In Seoul
SEOUL, South Korea - South Korea announced on
Wednesday that the process of installing some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contentious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has been completed.
The announcement comes a day after North Korea
showed off its military power, as it celebrate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country's military with a large-scale
artillery drill.
South Korea has not officially announced which parts
of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called the 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or THAAD have
been installed.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Yonhap news agency, the
parts include two or three launchers, intercept missiles
and a radar.
Even as South Korea continues to battle against a
nuclear active North Korea, its own people staged a
huge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e controversial antimissile system.
About 8,000 police officers were mobilized, and
the main road leading up to the site in the country’s

The Thaad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has been
installed in Nor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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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s now
installed in South Korea.

On Tuesday, USS Michigan, a nuclear powered Ohio
class submarine also pulled into the South Korean port
of Busan for a hull check.
The submarine is set to join the USS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for exercises in the Sea of Japan.
Senior U.S. defense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the USS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is in the Philippine
Sea in waters south of Japan.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the USS Michigan is currently
on a routine deployment to the Indo-Asia-Pacific.
However, experts note that the USS Michigan is
not expected to take part in the joint exercises, but
it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s meant to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Pyongyang.
The 560-foot-long, 18,000-ton Michigan is one of four
U.S. Navy subs that is armed with tactical missiles and
equipped with superior communications capabilities.
It initially began service as a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loaded with nuclear missiles as part of the
U.S. strategic nuclear deterrent.

The USS Michigan, a nuclear-powered ohio class
submarine is currently on a routine deployment to
the Indo-Asia-Pacific, officials report.

However, in the 2000s, the country’s Navy is said to
have converted four of the Ohio-class subs into landattack platforms armed with conventional weapons.
Experts have said that each of the four submarines can
carry up to 154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They are also outfitted to stealthily deploy up to 66
Navy SEALs or other special operations troops and
their equipment.
Meanwhile, on Frida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is set to chair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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