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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李波作客談動物救援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注新

聞時事與各類議題﹐5月4日(周四)邀請正在美國參訪的

李波教授(左二)上節目﹐與主持班底常中政(右二)﹑李堅強

教授(右一)和馬健(左一)談談多年來救助動物的親身經

歷﹒李波表示﹐超過15年的動物救助歷程﹐自費20多萬

元﹐所救助的野生動物超過數千隻﹐有70%在康復後被放

歸回大自然﹒未來﹐會繼續援救野生動物﹐希望能再做數

十年﹒下一集的休士頓論壇播出時間﹐請鎖定本報節目

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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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Point EnergyCenterPoint Energy
休斯頓排名休斯頓排名:: 77
德州排名德州排名:: 1818
全美排名全美排名:: 273273

Twenty Houston-based companies have beenTwenty Houston-based companies have been
named to Forbes' latest list of "America's Top Public Comnamed to Forbes' latest list of "America's Top Public Com--
panies."panies."

PhillipsPhillips 6666, at No., at No. 8282, is the only Houston company in, is the only Houston company in
the topthe top 100100. The list ranks. The list ranks 500500 public companies.public companies.

Two Texas companies ranked higher: AT&T at No.Two Texas companies ranked higher: AT&T at No. 55
(in a tie with Bank of America) and Exxon Mobil No.(in a tie with Bank of America) and Exxon Mobil No.77..
Companies based in the Lone Star State heldCompanies based in the Lone Star State held 4242 spots onspots on
the list.the list.

RELATED: Rice University has landedRELATED: Rice University has landed
high on another Forbes listhigh on another Forbes list
The highest ranking Houston-basedThe highest ranking Houston-based
companies on the list after Phillipscompanies on the list after Phillips 6666
were Kinder Morgan,were Kinder Morgan, 119119; Sysco,; Sysco, 145145;;
Waste Management,Waste Management, 159159; and Schlum; and Schlum--
berger,berger, 222222..
Forbes compiled the list based on theForbes compiled the list based on the
score of equally weighted measures ofscore of equally weighted measures of
revenue, profit, assets and market valuerevenue, profit, assets and market value
at the close on Marchat the close on March 3131..

福布斯新榜公佈福布斯新榜公佈
休斯頓這些公司排名耀眼休斯頓這些公司排名耀眼

PhillipsPhillips 6666
休斯頓排名休斯頓排名:: 11
德州排名德州排名:: 33
全美排名全美排名:: 8282

Kinder MorganKinder Morgan
休斯頓排名休斯頓排名:: 22
德州排名德州排名:: 77
全美排名全美排名:: 119119

SyscoSysco
休斯頓排名休斯頓排名:: 33
德州排名德州排名:: 1010
全美排名全美排名:: 145145

Waste ManagementWaste Management
休斯頓排名休斯頓排名:: 44
德州排名德州排名:: 1111
全美排名全美排名:: 159159

SchlumbergerSchlumberger
休斯頓排名休斯頓排名:: 55
德州排名德州排名:: 1414
全美排名全美排名:: 222222

ConocoPhillipsConocoPhillips
休斯頓排名休斯頓排名:: 66
德州排名德州排名:: 1515
全美排名全美排名:: 23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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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五月全美老人
月,休士頓師大附中，美南中山女高校
友會與恆豐銀行聯合舉辦社區服務專
題講座。

時間：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9999 Bellaire Blvd.,Hous-
ton,TX.77036. 恆豐銀行總行 12 樓社
區服務中心會議廳

主講人：周宏、鄭真
主題： 「住」妥善，樂享黃金歲

月
周宏表示，隨著醫學醫療的進步

，藥物科技的發達，正確養生理念，

保健知識的普及和公共衛生的防治加
強，現代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了許多。
若以65歲作為邁入 「銀髮族」的起點
，則退休後的生涯，可能還有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歲月。
這麼長的一段路程，不論是一個人 或
是有人陪伴都應該好好規劃，多加珍
重，不只活得老，更要活得好，活得
愉快。

周宏說明，常言道 「五老」（老
身，老伴，老友，老本，老居）愈完
整，充實晚年的生活品質就愈高。食
，衣，住、行、育樂即生活。民以食
為天。 「吃」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常記飲食節制，少油、少鹽、少
糖，選用當地，當令的食材。若能
「飲」之有道， 「食」之有方，則無

病、沒痛，並非難事。 「老居」更是
重要，是今天我們要探討的主題。不
要與子女同住，也不要有 「養兒防老
」的指望。安全是第一要務，室內儘
量做到無障礙空間的理想，空氣清新
，噪音少，採光，通風平房或有電梯
的大樓。近公園、醫院、圖書館、社
區活動中心，有大衆運輸,鄰居守望相
助。衛浴設備應用防滑材質，浴盆邊
加裝扶手-----家俱陳設簡單大方，
不擋通道。

希望通過下列幾項建議，能協助
您輕鬆、順利地找對最為自在、安心
的老居。
一.認識了解居住環境：配合自身生活
特質的變化，明智選擇一安全、方便
、舒適的住所。
二.未雨綢繆，接受事實，面對挑戰。
要能接受家庭及社會結構改變的事實
，朝向建立老年人自助，互助的社會
文化而努力，不但要懂得自我照顧，
自求多福也學會與人分享。
三.求助專業人士，協助全方位考量。
視各個人身心健康的情況及需要照護
的程度而定。能了解和挑選適合的居

所，對自己和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目前休士頓唯一華人籌建的 「永
春莊」）華人專案報導。
歡迎年輕人，為人子女踴躍參加。
本次演講會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

聯絡電話：（956）536-1268 傅
鶴山houfuchung@gmail.com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

聯絡電話：（281）682-4788 周
宏 second.high@yahoo.com

金色年華生活中 「住」 的重要考量

（綜合報導）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將訂於
2017 年 8 月 5 日及 8 月 6 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
「2017 年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此活動以
「服務、文化、領導、傳承」為四大培訓主軸，分

為2日研習培訓及全年持續性培力計畫。培訓課程
將由僑教中心規劃，結合FASCA諮詢導師、僑教組
織及文化種子老師的力量，共同組成培訓師資團隊
，並由參與5次以上培力計畫訓練之輔導員，一起
為您的孩子辦理既活潑又生動的體驗活動；學員訓
後即成為在地福爾摩沙青年文化大使協會〈簡稱
FASCA〉的成員並參與後續培力計畫，積極透過僑
社活動的服務與學習，培育成為具有文化涵養與領
導長才的華裔青年。

2日研習培訓內容精彩可期，含括文化尋根與
體驗課程，賦予傳統藝術新意象，並安排團隊組織
訓練課程，教學與實務兼備。讓您的孩子在精進實

力的同時，也可拓展人際關係、結交更多相同背景
的夥伴。

每位學員培訓結業後，即具有加入海外青年文
化大使組織（FASCA）資格，並可參與僑委會提供
之全年度培力計畫；屆時，除定期參與僑社服務活
動外，若參訓學員服務時數累積超過100小時，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將協請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
會協助申請 「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使未來升學
之路更加寬廣。
歡迎14-18歲華裔青少年加入，一起學習成長，晉
升華裔菁英行列！

即日起開放報名!詳情及報名請連結以下網站:
https://goo.gl/wfZuDA 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 77042; 電 話:
713-789-4995#106李小姐)

美南地區2017年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招生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輔助僑胞
研習精緻農業相關專業知識及技術，
並結合國內成功農企業公司實地參訪
，促進交流，以培植創業實力及提升

經營事業能力，拓展商機，特訂於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16 日於明道大
學舉辦 「2017年精緻農業技術研習班
」，邀請國內業界專業講座，並安排

觀摩參訪
相關企業
，僑委會
提供研習
期間午餐

(不含晚餐及8月13日自由活動日之午
、晚餐)、企業參訪活動時第1晚住宿
暨晚餐、課程教材、師資、場地及材
料費等學雜費用，學員須自行負擔由

僑居地往返臺灣之機票、交通費、膳
宿費及其他個人費用。歡迎通曉中文
，目前從事農業相關事業從業人員或
有意在僑居地創業或開展新商機之海
外僑胞報名參加，並以相關僑營事業
從業人員及近兩年內未曾參加僑委會
經貿研習班者優先。有意報名者請自
僑委會網站 「www.ocac.org.tw 首頁/
公告事項/開班」，或全球僑商服務

網 「www.ocbn.org.tw 首頁/僑商培訓
邀訪/最新預告」，下載報名表及確
認書，並請以電腦繕打為佳或以正楷
填寫，親筆簽名後連同護照影本於 5
月26日前將文件送至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陳小姐，電話713-789-4995
，分機 108，傳真 713-789-4755，電
子郵件：jessicac@houstonocac.org.

2017年精緻農業研習班開始報名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44月月3030日在僑教中心舉辦日在僑教中心舉辦 「「20172017年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年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
班班」」 活動記者說明會活動記者說明會，，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說明培訓招生訊息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說明培訓招生訊息，，FASCAFASCA諮詢導諮詢導
師許健彬師許健彬、、劉家玉劉家玉、、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程清鈺及副會長潘建安均參與記者會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程清鈺及副會長潘建安均參與記者會
，，另另FASCAFASCA學員許世杰學員許世杰、、許芷瑜許芷瑜、、方家瑞和劉庭如等人亦到場分享參與培訓心得以及方家瑞和劉庭如等人亦到場分享參與培訓心得以及
收獲收獲。。((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南國建會第17屆
年度多元高峰會於2017年5月5日在Sugar Land
Marriott城市廣場，16090 City Walk，Sugar Land
，TX 77479 舉行。由 Cathy BankCEO & 總裁
Pin Tai 和 D & I Advisor, BP AmericaVani Rao 共
同主持 。多元高峰會今年的主題是 “通過包容
和領導建立共同點” 。自2001年以來，多元化
首腦會議聚集了來自公共和私營部門的代表休
斯頓頂尖教育，機構和全球組織的與會者。 通
過中美專家協會（ACAP）的後勤支持，年度會
議冠軍多元化和包容性（Diversity ＆Inclusion）
在工作場所也是戰略性的，以提高業務績效。

多元高峰會於上午9時開始，多元高峰會執
行董事方宏泰（Cecil Fong）向全會致歡迎辭, 分
享他對協會和行業生活影響力的領導和日常變
化的觀點。 上午 9:30 至 10:30 的同時會議由
RICE 大學，瓊斯商學院院長，Peter Rodriguez
博士演講特別令人感興趣的議題: “特權和包容
的交集 (Intersection of Privilege and Inclusion) ”
。在上午 10:50 至 11:50 的同時會議由德克薩斯
大學新聞學教授 Robert Jensen 博士演講- 議題
是 “種族和性別：權力和認同感 (Race and
Gender: Making Sense of Power and Identity) ”。

中 午 12:00 至 下 午 1:30 的 午 餐 會 議 由

KTRK 新聞主播
Erik Barajas 主 持
，由 德克薩斯大
學奧斯汀分校多
元化與社區參與
的 VP: Greg Vin-
cent 博士主講; 之
後的午餐時間授
獎，包括, 予企業
多 元 化 冠 軍
(Corporate Diver-
sity Champion) :
Lynn Chou
(Chevron General
Manager), 社區多
樣化冠軍 (Com-
munity Diversity
Champion) : April Day (President, Woman’ s
Business Enterprise Alliance); 多元化遺產獎 (Di-
versity Legacy Award), Frances Tarlton。

下午的小組討論會議期間，討論包容性領
導 (Inclusive Leadership) 和有效的衝突管理 - 打
破 牆 壁 ， 促 進 溝 通 和 決 策 (effe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 Breaking Walls for Better Commu-

nic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議題。此外，白天
，參與者可以利用和可選的分組會議，討論容
忍，權力和特權，包容性; 並利用網絡分享包容
性領導，變革管理，專業發展以及促進網絡和
供應商多樣化機會的最佳實踐推動參與者職業
的生涯。來自休斯頓地區知名展覽公司, 包括,
Cathay Bank, HCC, Rice University, Memorial
Hermann 等公司, 提供免費的職業諮詢。

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
昨在Sugar Land Marriott廣場舉行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增進海外華裔青少年華語文能力、認
識傳統中華文化與臺灣多元文化，瞭解中華民國進步發展現況，
並促進海內外青年互動交流， 續於2017年度辦理 「海外華裔青
年語文研習班」，其中常態班第2期辦理時間自7月3日至8月13
日，凡年滿18足歲至未滿24歲(以護照所載出生日期為憑)，目前
居住於海外，身心健康、學行良好、有高度學習華語文意願，並
能適應團體生活之華裔青年均可報名參加。

報名表須檢附照片3張、護照影本、醫生出具(僑委會統一格
式)之健康證明檢查項目表【未作 「檢驗室檢查項目」者不予受
理】、就學同意書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等資料送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初審並轉僑務委員會複審合格後，即發
給入學同意函(可憑申辦入境簽證)，目前刻正受理報名，請把握
機會。

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件可至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
國內研習資訊 /華裔青年研習活動/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下
載運用，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電話：713-789-4995，分機：113。

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常態班第2期活動刻正報名中

圖為昨天多元高峰會午餐會三位得獎人合圖為昨天多元高峰會午餐會三位得獎人合
影影（（ 左起左起 ））Lynn Chou, Frances Tarlton,Lynn Chou, Frances Tarlton, 及及
April DayApril Day。。

主講人：周宏，鄭真

時間: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10:00 am至12:00 pm

地點: 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總行12樓社區

服務中心 （請勿將汽車停大樓前的車位，請停於大樓後面的高層停車

庫)

主講內容

認知與了解銀髮族即將面臨住的改變

未雨綢繆 面對事實接受挑戰

資詢專業人士，做周全的規劃

華人専案的報導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

報名連絡電話:(956)536-1268 傅鶴山 houfuchung@gmail.com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

報名連絡電話:(281)682-4788 周宏second.high@yahoo.com

歡迎各位校友,會員屆時都能攜眷及邀請親朋好友共同來參加.

休士頓師大附中,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與恒豐銀行
聯合舉辦社區服務專題講座
住妥善安排 樂享黃金年華

美南國建會第美南國建會第1717 年度多元高峰會於昨天年度多元高峰會於昨天 在在Sugar Land MarriottSugar Land Marriott 隆重舉行隆重舉行。。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55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年5月6日 Saturday, May 6, 2017

圖為圖為（（ 左起左起 ）） 華美銀行百利大道分行行長李洋華美銀行百利大道分行行長李洋（（ Jack Li )Jack Li ) 先生先生，，糖城六號公路分行行長梁美珊糖城六號公路分行行長梁美珊（（ Janice Leung )Janice Leung ) 女女
士士，，糖城糖城5959 號公路分行行長丁美美號公路分行行長丁美美（（ Mei-Mei Jow )Mei-Mei Jow ) 女士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合影於華美銀行百利大道分行大堂女士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合影於華美銀行百利大道分行大堂。。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Shawn HanShawn Han攝影展攝影展 2017年精緻農業研習班

開始報名佛光山中美寺將於五月舉辦名攝影師Shawn Han 的攝影作品展覽。
Shawn Han 是一位休士頓專業風光和婚禮攝影師。他畢業於室內設計專

業。因受父親的影響從小酷愛攝影藝術，11歲時擁有他自己的第一台相機。
從那時起他對攝影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2005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工作室
， 在這11年裡隨著他對攝影的熱情，他的足跡步遍了全美各地，拍攝了很
多美國西部的美景。

他的風光攝影作品有這生動的色彩和藝術的風格，為自然世界創造了新
的迷人景象。在2016年他的幾幅風光攝影作品獲得了 The EPSON Interna-
tional Pano Awards 2016 的獎項。是我們華人的驕傲和榮耀。他的作品裡麵包
含著情感和驚人的深度。他的旅程會繼續下去。

佛光山中美寺竭誠歡迎攝影愛好者前來欣賞。
展覽時間：5/7－5/21（每逢星期一放假）
地 點：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281-495-3100

華美銀行加強為華人服務的華美銀行加強為華人服務的 「「在地性在地性」」
並推出多項並推出多項 「「跨境服務跨境服務」」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過去休士
頓服務華裔的銀行以社區銀行為主。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股票上巿公司，
且是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巿場規模最大
的商業銀行，總資產達353 億美元，
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有超過 130 處服
務網絡。華美銀行登陸休士頓，令休
市人期待萬分。

近年來我們看到華美銀行在親和
力、社區貢獻，以及服務上下功夫，
如今年4 月 5 日向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的就業輔導部門頒發了一萬美金的善
心捐款，該部門每年為上千名民眾提
供免費職業技能培訓及英語，公民課
程培訓等項目。

為了進一步了解華美銀行的新動
向，記者於日前同時採訪了華美銀行
百利大道分行行長李洋（Jack Li ) 先
生 ， 糖 城 59 公 路 行 長 丁 美 美
（Mei-Mei Jow )女士，以及糖城六號

公路分行行長梁美珊（Janice Leung
)女士，透過他們的介紹，我們看到
華美銀行除了 「移動銀行」 及 「
移動支票存款」 的便利性是社區銀
行比不上的，我們更看到華美銀行
為華人提供 「跨境金融服務」。

「外保外貸 」： 如公司在國內
（ 母，子公司 ） 但戶頭在華美，
即可申請 「外保外貸」。

方便的服務網絡： 不僅德州居
民可使用借記卡或ATM取錢，凡華
美的客戶還可在全世界取錢。

投資理財項目：不僅比別的銀
行好，還可作外國人投資。

外匯： 不僅可兌換外幣，匯錢
到國內，服務價格更優惠，只需25
美 元。

小型商業貸款，普通商業貸款
皆有做。

並可做 「外國人 」房屋貸款，

無需社安號，不查收入，只需付40%
頭款即可。

三位華美銀行分行的行長皆表示
： 華美銀行以客人為主，不只亞裔
，該行還有越南人，日本人，巴西
，伊朗及講中東話的行員，竭誠為
您服務。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巿公司，股
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
美以華裔為主要巿場規模最大的商業
銀行，現有總資產 353 億美元，今年
首度淨利和每股淨利，兩者較上季度
皆增長53% ,業績亮麗。在全美和大中
華地區共有超過130 處服務網絡，美
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
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
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在香

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
的服務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
台北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
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並
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
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
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
行網址www.eastwestbank.com 查閱。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輔助僑胞
研習精緻農業相關專業知識及技術，
並結合國內成功農企業公司實地參訪
，促進交流，以培植創業實力及提升
經營事業能力，拓展商機，特訂於
2017年8月7日至8月16日於明道大
學舉辦 「2017年精緻農業技術研習班
」，邀請國內業界專業講座，並安排
觀摩參訪相關企業，僑委會提供研習
期間午餐(不含晚餐及 8 月 13 日自由
活動日之午、晚餐)、企業參訪活動

時第1晚住宿暨晚餐、課程教材、師
資、場地及材料費等學雜費用，學員
須自行負擔由僑居地往返臺灣之機票
、交通費、膳宿費及其他個人費用。
歡迎通曉中文，目前從事農業相關事
業從業人員或有意在僑居地創業或開
展新商機之海外僑胞報名參加，並以
相關僑營事業從業人員及近兩年內未
曾參加僑委會經貿研習班者優先。有
意報名者請自僑委會網站 「www.
ocac.org.tw 首頁/公告事項/開班」，

或全球僑商服務網 「www.ocbn.org.
tw首頁/僑商培訓邀訪/最新預告」，
下載報名表及確認書，並請以電腦繕
打為佳或以正楷填寫，親筆簽名後連
同護照影本於5月26日前將文件送至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小姐，電
話 713-789-4995， 分 機 108， 傳 真
713-789-4755， 電 子 郵 件 ： jessi-
cac@houstonocac.org.

民樂團春季音樂會民樂團春季音樂會55月月66日節目日節目

「「全球傳愛全球傳愛、、發揮愛心發揮愛心，，融入台灣在地生活化融入台灣在地生活化」」 的慈善精神的慈善精神
休士頓救國團之友會一年一度在

台灣舉辦的暑假夏令營，包括海外華
裔青少年台灣觀摩夏令營、及華裔青
少年中文夏令營。報名日於5月31日
截止。

救國團之友會會長徐朗表示，救
國團海外團友會和台北劍潭海外青年
活動中心每年都為海外華裔兒童和青
少年設計專門的暑期中文夏令營活動
，目的是以學習中文、增加交流及欣
賞中華傳統國粹、藝術的機會，讓海

外的兒童及青少年能進一步認識中華
歷史文化和台灣發展現況。

台灣青年救國團已有數十年舉辦
夏令營的歷史，台北劍潭海外青年活
動中心在安排華裔兒童及青少年的各
項營隊上，一向具有充分的經驗與準
備，特別是課程的安排及校外教學的
行程都是每年根據學員及家長的意見
交流來調整，中心讓所有叁與活動的
學員們都感受到無微不至的安全保護
，特別在活動期間投保責任保險 400

萬元（包括意外險）。
事實證明，台北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
心是有豐富經驗的夏令營主辦單位。

今年的 「海外華裔青少年台灣觀
摩夏令營」則提供18天的行程，從7
月11日起至7月28日，包括第一周的
台北都會遊及後兩周的台灣全島環島
遊，並根據不同年齡層分為少年組及
青年組兩種不同行程，讓參與的學員
有更豐富的觀摩台灣文化旅遊經驗。
今年為了配合發揮愛心的主題，身心

健康，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活之
海外的青少年親身體驗從服務中感受
到幫助他人的快樂，臺灣青少年及其
陪同家長均可報名，活動人數全球僅
有70位名額，請把握機會。

重點為華裔子弟們在暑假期間加
強學習生活華語、生活台語，日常用
語練習與運用，學習篆刻、書法、國
畫、功夫、扯鈴、中國結、紙文化等
課程，為主的營隊，參觀風景名勝古
蹟、政經建設、文創產業、夜市人文

體驗及團隊建立、小隊競賽、體育活
動、團康晚會等青少年交流聯誼活動
。

2016華裔青少年台灣中文夏令營
則從7月11日至7月28日共18天課程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詳情可致電休士頓團友會會長徐
朗 ， 電 話 ： 713-596-2012 or
832-782-4098， 電 郵 ： jennifer-
liu9999@gmail.com

              

1，吹打鑼鼓樂 ：花傘與蘭花  朱嘯林 曲
            Ensemble Wind and Percussion - Flower umbrella and orchid
            藝術指導：李采倩  腰鼓領奏：李采倩

2，京胡與樂隊：夜深沉
           The Jinghu and Orchestra - Deep Night
           配器：張新  京胡：張新

3，鋼琴獨奏：採茶撲蝶
           Piano - Picking Tea Leaves and Catching Butterflies
           Piano：Katherine Li

4，小提琴與戲歌：對花
           Violin and opera: - on the flower
           独唱：虞曉梅，Violin：Hubert Pralitz

5，中提琴獨奏：万泉河水清又清，當我遇見你
           Viola solo: - Crystal Clear Water of The Wanquan River
                             - When I met you_ Russian folk songs
           Viola：劉銳  鋼琴：Lawrence Xie

6，大提琴合奏：望春風，星際大戰 
             Cello Choir - Spring Breeze
                                - Star wars medley john williams         
                                Olive Chen，Brady Lanier 編曲
                 演奏：Cellissimo

10，女声獨唱：梅花引  韓靜霆 詞  徐沛東曲
          Female solo song - Plum Blossom Introduction
            演唱：虞曉梅，小提琴：Hubert Pralitz

11，琵琶協奏曲：花木蘭  顧冠仁 曲
              Pipa Concerto - Mu Lan 
            琵琶：梅予馨，指揮：張新

12，大提琴、二胡二重奏：菊花台  周杰倫 曲
            Cello and Erhu Duet - Chrysanthemum Terrace
               配器：張新  大提琴：吳箴  二胡：張新

節目單
 Program

9，器樂合奏：金蛇狂舞，鴻雁，賽馬
            Chinese Instrumental Ensemble - The Dance of Golden Snake 
                                                                - Swan Goose
                                                                - Racing Horses
            編曲  藝術指導：梅予馨  北德克薩斯中樂團演奏

         音樂家簡介

Introduction to musicians7，二胡與小提琴：良宵，TANGO
             Erhu and Violin - New Year's Eve_Tianhua Liu
                                       - Por una Cabeza - Carlos Gardel
             改編：張新  二胡：張新，王月堂  小提琴：Hubert Pralitz 

8，箏獨奏：楓橋夜泊  王建民 曲
             Chinese zither - A Night-Mooring by Maple Bridge 
             Zither: 王逸心, Piano: Karen Wang 

音樂總監：張新, 酈澤泉

藝術指導：梅予馨，李采倩

舞台總監：楊家驊

外聯策劃：王逸心，贺薇霖，王旅

網絡總監：張世德

財務總監：王月堂

劇務：    董純利

後勤：    彭灼西, 朱凌峰

主持:   姜晗，曹英泰

梅予馨  Pipa performer and an ethnomusicological explorer, Yu-Xin Mei was born in 
Tianjin, China. Mei received her B.A. in Pipa Performance at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Beijing, and her M.A. in Pipa Performance and Education at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uangzhou, China. Mei grew up in a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family. Her parents were Beijing Opera performers and she started musical 
training at age four. After four years of at the education of Beijing Opera, she began 
to study pipa, a Chinese traditional instrument. With rigorous and strict musical 
education both in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Mei graduated from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became a professional musician working in Zhuhai 
Chinese Traditional Chamber Orchestra (ZCTCO) in 1997. During 1997 to 2006, 
as a soloist and the Art Director at ZCTCO, Mei has performed various concerts in 
China and also traveled the world to places including Portugal, France, Germany, 
Norway, Singapore, Hong Kong, Macau, Taiwan, and the U.S. In 2006, Mei returned 
to school to pursue her first master's degree at the Xinghai Conservatory and then 
became a professor of Pipa at the conservatory in 2009. Mei holds a strong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and folk music of China and the world. Mei realized that she w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by cultural meaning and connotations attached to the 
spectacular music scenes of world music. Therefore, Mei started her 
ethnomusicological journey in the U.S.; she became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in 2012. Currently, Mei is undertaking her fieldwork and 
writing her thesis: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Group in Houston. Through 
her project, she is exploring not only Chinese immigrant music in the U.S., but also 
discovering the distinct cultural factors and characters which influence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in the U.S.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李采倩 Tsai-Chien Lee was born in Kaohsiung, Taiwan. She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Chinese Music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NTUA), where 
she majored in percussion. She studied Chinese traditional percussion under Jin-Hwa 
Shih, Hui Li, Su-Chin Hsiao, Prof. Shu-Fen Shao, and Chun-Ling Huang. She also 
studied percussion under Mr. Chung-Yi Chu and Prof. Hsiao-Yin Wang. In 2005, she 
went to Beijing and studied Xinjiang tambourine under Li Ma. She has accumulated 
more than 100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globally in dozen years. Lead the 
performance “Striving for a Bumper Harvest “during the graduation concert tour in 
2004. Awarded Rookie of NTUA in the year of 2004. Percussion recital debut in April, 
2005.  Performed “Siao Tung” in the Rookie of NTUA Concert at National Concert Hall 
(Taiwan) in May, 2005. Performed in the “Memorial Chinese Symphony Concert of Six 
Hundred Anniversaries for Treasure Voyages” with Junior Group of Taipei Chinese 
Orchestra in Nanjing, China, in July, 2005. Performed in concert tour with Taipei 
Chinese Orchestra in Osaka, Komatsu, Kanazawa, Shinminato, Toyama, and Tokyo, 
Japan, in October, 2005. Performed Chinese percussion work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t National Concert Hall (Taiwan) with Little Giant Chinese Chamber 
Orchestra and Tien-Ku Percussion Group in August, 2006. Performed “Year of 
Dragon, New Era – The Sun” Double Percussion Concerto at Zhongshan Hall 
(Taiwan) with Junior Group of Taipei Chinese Orchestra in December, 2007. Lead the 
performance of “Fishermen's Triumphant Song” in the concert of Min-Hsiung Lee 
percussion works collection with Hon-Tsai Chinese Ensemble in December, 2007. 
Member of Texas A&M University Percussion Studio, performed in several percussion 
concerts at Rudder Theater from 2010 through 2011. Joined Houston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Group in September, 2016. 

Hubert Pralitz  Beginning his violin 
exploration at the age of 7 in his native Poland. He studied the art of violin playing with 
Henryk Szeryng, Zino Francescatti, Sándor Végh, Jean Fournier, Gérard Poulet, 
Herman Kienzl, Diane Kitzman and Stefan Herman. Institution in Europe, including 
the Stanislaw Moniuszko Music School of Sopot, the Fryderyk Chopin Music College 
of Wrzeszcz, Poland, the National Superior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Paris, France, 
and the Academy of Music and Performin Arts "Mozarteum" in Salzburg, He is the
winner of top prices at sever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mong them 
the Henryk Wieniawski Violin Junior Competition (Poland), and the Michelangelo 
Abbado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Italy). Has performed as a soloist and 
chamber musician throughout Europe, South America , Africa, the Middle East, 
Vatica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addition, Mr. Pralitz has concertized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elevisi On, as well as performing solo and chamber music 
radio-broadcasts for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and Chinese Television.Mr. Pralitz has 
collaborated with legendary figures such as Herbert von Karajan, John Mauceri, John 
Williams, Jorge Mester, Charles Fox, Tom Newman , Danny Elfman, Mike Post, Nicolaus 
Harnoncourt, Witold Lutoslawski, Alain Boublil and Claude-Michel Schönberg. In addition 
to his solo career, Mr. Pralitz enjoyed exploring other musical genres. As a result, he has 
performed and recorded with Barbara Streisand , Diana Ross, Garth Brooks, Britney Spears, 
Patti Labelle, Stevie Wonder, Christina Aguilera, Kenny G, Charlotte Church, The Scorpions, 
Ben Folds, Celtic Woman, Amy Grant and Peking Acrobats. 

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 敬邀各位朋友，恭逢佛誕日、母
親節及全球慈濟日三節同慶，共創淨土，慈濟基金會於二零
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時舉行浴佛大典，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舉行孝親活動 德州分會執行長 黃濟恩 敬
邀。敬邀媒體朋友蒞臨指導，廣邀大眾，無限感恩。

慈濟浴佛大典慈濟浴佛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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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找誠信技術學院學技術找誠信技術學院，，
找工作不發愁找工作不發愁！！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十萬年薪不是夢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只要學習
3-6 個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10萬美金！你會相信嗎？說實在的，剛
開始我也不信，但我去LaneCert電腦工程師培
訓學校采訪了劉校長以後，我徹底地信了！為
什麽？因為劉校長自己就是受益於這個項目，
現在為AT&T工作，年薪二十多萬。在工作之
余，他也將這個項目推廣到華人社區，希望有
更多人受益。

劉校長是東北人，小時候家裏窮，他最大
的夢想就是每天都能吃上飽飯，所以他拼命學
習，希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事實證明，知識
確實能夠改變命運！1983年他考上成都電子科
技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沈陽百花電器集團
設計電視機。一邊工作，劉校長堅持一邊學習
進修，在遼寧大學讀MBA課程。1998年的一
天，他在遼大的校園裏遇見了梁先生，當時梁
先生在推廣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劉校長剛
開始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麽好的事兒，只要學習
800個小時，就能找到年薪10萬人民幣的工作
！要知道，那個時候全國的月平均工資才一兩
千塊人民幣！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
以至於不像真的！）可他轉念一想，多學點東
西有什麽不好呢？於是，劉校長抱著半信半疑
的態度參加了梁先生的互聯網專家培訓課程，
幾個月以後他順利通過考試拿到了Cisco互聯
網專家證書，馬上就被一家深圳公司錄取，年
薪十萬人民幣！

嘗到了甜頭的劉校長一直在不停地學習、

挑戰自我，他的Cisco互聯網專家證書越考越
高級，從初級的工程師到現在的專業技術架構
師，他的人生也一次次地攀上新的高峰，2004
年他技術移民加拿大獲得免試通過。從沈陽到
深圳，從深圳到北京，從北京到加拿大，從加
拿大到美國，劉校長說他受益於Cisco互聯網
專家培訓項目，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這個項
目如此之好，卻沒有幾個人知道。美國人有做
這個培訓的，但他們采用全英語教學，並且不
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所以去華人去美國學校
很難學出來拿到證書。劉校長說，學會了這門
技術，有了Cisco互聯網專家證書，那可真是
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劉校長開辦的Lanecert.com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總部位於達拉斯，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
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GPA不
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
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LaneCert培訓機構的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
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
。實際上，電子高新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
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
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Cisco互聯網專家
CCIE只有1萬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
各大公司所急需。Lanecert培訓機構作為一個
專業 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
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
多人可能要打退堂鼓了，認為
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
事 實 完 全 相 反 ！ 這 也 正 是
LaneCert最大的優勢！零基礎
，任何人都可以
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
co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
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
求，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
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
是保質，幫助你在3到6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
在到Cisco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
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
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
獨有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
時采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
被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教學
質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
發揮失常，LaneCert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到考
到執照為止！而且Lane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
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雇傭
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好
，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夠
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
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們
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會
，你，能抓住嗎？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CCIE
，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即將開
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
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LaneCert，
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
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 址 ： 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本報記者黃梅子）華人都是
很勤奮的，個個都拼命工作拼命賺
錢。在華人的傳統觀念裏，醫生、
律師、老板是賺大錢的職業，其實
這種觀念在美國已經out了，現在美
國的藍領技術工人越來越吃香，不
但收入高而且工作穩定，再加上也
不需要花上好幾年時間去讀個大學
文憑，投入小產出大。所以，最務
實的香港人甚至說“想揀好老公，
就嫁水電工。”

目前，美國的水電工除了收入
不俗，前景更看好。因為在智能化

時代，很多行業都擔心被電腦或機
械人搶飯碗，但水電工必須在現場
（on-site）親手處理瑣碎工序，既
不可能被智能程式取代，也難以由
中央式的自動化代勞，在可預見的
將來應該飯碗無虞（除非研發出真
正的擬人機械人，但屆時全人類都
會被取代）。

再者，隨著社會分工細緻，現
代男人日益 「四體不勤」，天天穿
西裝挺著大肚腩坐在冷氣房，連簡
單的家中水電維修都不懂，所以西
方 近 年 轉 而 追 捧 粗 獷 又 顧 家 的

Handy
man。
水 電
工 既
有良好收入和亮麗前景，再加上夠
man，無疑是搶手貨，行情一路看漲
。這個行業平均年薪7、8萬美元，
如果自己開業則賺得更多。

水電工以及冷氣維修工不需要
大學學歷，只需學習幾個月就可以
考license。位於好運大道的誠信技術
專業學院就是這樣一家專門培訓水
電、冷氣維修工的專業培訓機構。

校長Ann是資深教育
家，在美國的培訓機
構工作多年，深諳培
訓之道，也懂得華人
的心理和專長。誠信
技術專業學院成立於
2015年，因為學生越
來越多，所以最近搬
到了好運大道，擴大
了場地，目前可容納
100 多名學生同時上

課。Ann桃李滿天下，她說，學習水
電和冷氣課程學期短，見效快，而
且英語不好的新移民也能很快畢業
考到 License，收入不遜大學生，是
很務實的選擇。

誠信技術專業學院常年開設有
冷氣班、冷氣基礎初成班、電力班
、ESL班，隨到隨學。其中，冷氣初
成班專門為高中畢業的學生開設，

只需學習四個星期就可以考EPA Li-
cense，可以買冷媒了。冷氣班則比
冷氣初成班要高級一些，需要學習
大約900個小時，然後可以申請考更
高級的 License。誠信技術專業學院
也常年開設 ESL 班，將於 6 月開設
ESL聽力口語班，每天上午8點到10
點上課，每班12個學生。

如果您是失業人士或來自低收
入家庭，還可以申請政府補助來誠
信技術學院學習。詳情請直接前往
或致電誠信技術學院。誠信技術學
院會幫助您實現您的美國夢！

誠信技術專業學院 Faith Tech-
nical Institute,LLC
地址：10161 Harwin Dr, Suite 106,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962-7167
網 址 ： www.faithtechnicalinstitut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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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
音樂會暨音樂獎學金募款

張廖莉娜女士曾擔任休士頓張廖莉娜女士曾擔任休士頓 大歌劇院特約演唱藝術家大歌劇院特約演唱藝術家、、帶給愛樂者深沈的情感觸動帶給愛樂者深沈的情感觸動、、指揮台指揮台
上台下齊歡唱上台下齊歡唱

聲樂老師詹硯文女高音獨唱台灣
民謠組曲、白牡丹、思慕的人、
滿山春色

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是休士頓僑社頗負盛名的社團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是休士頓僑社頗負盛名的社團，，由本地由本地2222個來自台灣的大專院校及北一女校友個來自台灣的大專院校及北一女校友
會組成會組成

20172017年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成立年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成立3030週年週年，，早在兩年前早在兩年前
開始籌劃一場合唱音樂會以茲慶祝開始籌劃一場合唱音樂會以茲慶祝，，並為該社團音樂獎並為該社團音樂獎
學金募款學金募款

這場音樂會的主題清晰而明確這場音樂會的主題清晰而明確，，一群一群
愛樂者以歌聲傾訴了在異鄉似水年華愛樂者以歌聲傾訴了在異鄉似水年華
中合唱音樂帶給人們慰藉中合唱音樂帶給人們慰藉、、鼓勵和喜鼓勵和喜
悅的成果悅的成果，，值得聽者細細品味值得聽者細細品味

這場音樂會的主題清晰而明確這場音樂會的主題清晰而明確，，一群愛樂者以歌聲傾訴了在異鄉似水年華中合唱音樂帶給人們慰藉一群愛樂者以歌聲傾訴了在異鄉似水年華中合唱音樂帶給人們慰藉、、鼓勵和喜悅的成果鼓勵和喜悅的成果，，讓聽讓聽
者細細品味者細細品味、、會後接受觀眾掌聲如雷的鼓勵會後接受觀眾掌聲如雷的鼓勵

出席美南大專校聯合唱團音樂會暨音樂獎出席美南大專校聯合唱團音樂會暨音樂獎
學金募款佳賓黃博英學金募款佳賓黃博英、、僑教中心莊雅淑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任、、會長葉宏志夫婦會長葉宏志夫婦、、台北經文處黃敏境台北經文處黃敏境
處長夫婦處長夫婦

觀眾欣賞演唱會的曲目有觀眾欣賞演唱會的曲目有：：聽雨聽雨、、願願、、上山上山、、YouYou
Raise me UpRaise me Up、、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豐年祭豐年祭
、、永遠的故鄉永遠的故鄉、、十八姑娘十八姑娘、、笑之歌笑之歌、、校園民歌組曲校園民歌組曲、、
永遠的朋友和永遠的朋友和Texas MedleyTexas Medley；；除了大合唱外除了大合唱外，，男女聲男女聲
獨唱獨唱、、弦樂演奏也都是一時之選弦樂演奏也都是一時之選

美南大專校聯合唱團音樂會美南大專校聯合唱團音樂會
暨音樂獎學金募款會長葉宏暨音樂獎學金募款會長葉宏
志致歡迎詞志致歡迎詞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美南國建會第美南國建會第1717 屆年度多元高峰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

（（ 左起左起 ）） 多元高峰會執行董事方宏泰頒獎給午餐會主講人德多元高峰會執行董事方宏泰頒獎給午餐會主講人德
州大學州大學Chief Diversity Officer, Greg VincentChief Diversity Officer, Greg Vincent 博士博士，，旁為午餐旁為午餐
會主持人會主持人KTRKKTRK 新聞主播新聞主播Erik BarajasErik Barajas（（右右）。）。

大會頒發大會頒發 「「企業多元化冠軍企業多元化冠軍」」 給給Lynn Chou (Lynn Chou ( 右一右一 ))

Robert JensenRobert Jensen 教授演講結束教授演講結束，，與會者排隊提問與會者排隊提問。。

德州大學新聞學教授德州大學新聞學教授 RobertRobert
JensenJensen 博士博士，，分享他的研究＂分享他的研究＂
種族與性別種族與性別：：權力和認同感＂權力和認同感＂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右二右二））抵午餐會現場抵午餐會現場。（。（左二左二））為美南國建會會長顧寶鼎為美南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多元高峰會午餐會有多元高峰會午餐會有350350餘人與會餘人與會。。

April DayApril Day 女士榮獲女士榮獲 「「 社區多樣化冠社區多樣化冠
軍軍 」」 獎並在儀式上致詞獎並在儀式上致詞。。

圖為午餐會手持人圖為午餐會手持人KTRKKTRK 新聞主播新聞主播Erik Barajas (Erik Barajas ( 右二右二 ）） 與演講人與演講人Dolly BrennemanDolly Brenneman
(( 右一右一)) 等人在午餐會上合影等人在午餐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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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簡介
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一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
的教授和研究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
級管理人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業
人士或“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特
殊才能”者。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人
及其他工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2、需
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括
神職人員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一類
、第四類及第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
只要符合條件，即可直接辦理移民手

續。而第二類（除國家利益豁免外）
與第三類職業移民一般要辦理勞工證
。在勞工證批准後，方能辦理移民。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衝
擊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程序
。根據美國移民法，勞工部在審批每
一件勞工證申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沒有合格
的美國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
雇主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
2、僱傭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工
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件造成負面影
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資，
不得低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準。
勞工證基本程序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
八十天內需要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

聘活動及證明文件；
準備招聘報告，詳細
陳述招聘的過程，有
多少人被聘用或被拒
絕，以及拒絕聘用的
正當理由。雇主需妥
善保存所有的招聘和
麵談的文件，以備勞
工部的抽查或審查；
雇主通過互聯網提交
勞工證申請，或將申
請郵寄到勞工部所指
定的全國審理中心；
如果申請被批准，勞
工部將批准書寄出。
申請人必須在勞工證
批准的180天內，提交
職業移民申請的第二
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
工申請前三十天至一
百八十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
需要登載兩個星期日
的報紙廣告，並且在
州勞工部公佈三十天
的招聘通知。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
科以上學位的職位，

除了以上廣告要求之外
， 雇主還必須從以下
十種招聘方式中選擇三
種：a）出席招聘會；b
）在雇主網站上張貼招
聘啟示；c）在其他招
聘網站上張貼廣告；d

）在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專業
組織招聘；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招
聘；g）僱員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
招聘辦公室招聘；i）在本地報紙或少
數族裔的報紙刊登廣告；j）通過電台
或電視廣告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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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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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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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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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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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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造訪阿根廷：
總統馬克裏要上天貓賣葡萄酒

綜合報導 繼丹麥首相送來生蠔，意

大利總理推銷紅酒，加拿大總理叫賣冰

酒之後，天貓上的“國家領導級”推

銷員即將再添壹位。昨天，阿根廷總統

府“玫瑰宮”鋪上了紅地毯，歡迎阿裏巴

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的到來。阿根廷

總統馬克裏在同馬雲對話後，興奮的在

推特上表示：與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會

面，阿根廷中小企業現在可以在全球最

大的電子商務平臺上開始貿易。

根據當天阿根廷政府與阿裏巴巴簽

署的戰略合作協議，阿裏巴巴平臺將成

為阿根廷葡萄酒產品在華的線上線下官

方營銷渠道，協助阿根廷葡萄酒和生鮮

農產品觸達中國消費者，助力阿根廷中

小企業發展。

阿根廷總統馬克裏這壹“國家級推

銷員”正急切盼望通過天貓給中國消費

者帶來阿根廷的馬爾貝克葡萄酒、紅蝦、

帝王蟹和鱒魚。

總統化身推銷員
阿根廷紅酒要跳“舌尖上的探戈”
作為南美第壹大、世界第五大葡萄

酒生產國，阿根廷出產的葡萄味道濃

烈、顏色深沈。相比霞多麗和長相思等

“小清新”品種，阿根廷特產馬爾貝克

葡萄酒可謂“重口味”，其濃烈的葡萄

酒風味更是被譽為“舌尖上的探戈”。

目前，在天貓平臺上，已有葡萄酒、

紅蝦、鱒魚、帝王蟹等多種阿根廷商

品、品牌在售。數據顯示，消費者對阿

根廷葡萄酒青睞有加，阿裏巴巴排名前

十的阿根廷商品、品牌中，前7個都是

葡萄酒品牌。

2017年第壹季度，阿根廷葡萄酒成

交金額同比增速達256%，遠高於法國等

老牌葡萄酒生產國，其中，蒂卡爾等品

牌更是同比增長超2000%，成為葡萄酒

業內壹匹黑馬。

除葡萄酒外，生長在200米深純凈

大西洋海水中的阿根廷紅蝦在天貓年貨

節期間，也屢屢被搶購壹空，成為“生

鮮界網紅”。除此以外，產自阿根廷的

芝士、黃油、奶油等也備受上海、北

京、廣州、深圳、杭州等壹二線城市消

費者推崇。

根據此次會面達成的協議，阿裏巴

巴平臺將成為阿根廷葡萄酒產品在華的線

上線下官方營銷渠道。這壹渠道會得到阿

根廷政府支持。自此以後，以天貓為代表

的阿裏巴巴平臺將為阿根廷葡萄酒的出口

提供全渠道支持，成為阿根廷政府指定產

品在中國的官方營銷渠道。當前，天貓已

與阿根廷優質品牌進行對接，共同推進更

多優質商品落地天貓平臺。

這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消費

者也能在天貓購買到具有濃郁特色的馬

爾貝克等阿根廷特色葡萄釀造的好酒，

紅蝦、帝王蟹、鱒魚等海鮮產品也將通

過天貓進入國人餐桌，挑逗妳的味蕾。

這也是自上月天貓與丹麥大使館達

成共識，共同推動丹麥生蠔落地中國

後，天貓在引薦全球優質產品上的又壹

次創舉。

推動跨區域貿易
天貓助力阿根廷發展電子商務
阿根廷有10000家出口型企業，如

何開展系列改革，推動中小企業參與

全球市場是阿根廷政府壹直在考慮的

問題。

早在2016年 9月的杭州G20期間，

馬雲就與馬克裏見面，商討如何幫助小企

業。可以說此次會面，雙方謀劃已久。

在馬雲看來，B20（二十國集團工

商峰會）解決的是大公司的問題，B200

應當解決剩下的80%，B200就是要增進

包容性，用科技、大數據、金融科技來

幫助中小企業實現跨境貿易。

馬雲在同馬克裏總統和內閣部長們

對話時說，希望阿根廷政府部門可以出

臺支持中小企業跨境貿易的政策，鼓勵

中小企業的發展電子商務，尤其是針對

來自阿根廷的農產品。

馬克裏總統肯定了馬雲的想法，表

示阿根廷政府非常支持用科技來福能中

小企業。放眼世界，經濟全球化加快推

進，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務實合

作、共同繁榮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

識。跨境電子商務將成為國際貿易新的

增長模式，此次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就是

希望阿根廷的中小企業能借助阿裏巴巴

平臺，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拉動國家

經濟增長。

布局全球
天貓助推中國葡萄酒消費領跑全球
據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覽會Vinexpo

報告預計，到2020年，中國葡萄酒零售

總額將達到210億美元，並取代英國，

成為僅次於美國之後的第2大葡萄酒消

費市場。

中國葡萄酒市場的迅猛發展離不開

天貓的助推。

自去年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在

意大利國際頂級葡萄酒展會Vinitaly宣布

啟動天貓全球酒水節以來，天貓已覆蓋

法國、新西蘭、澳大利亞、意大利、智

利等全球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的葡萄酒

品種，包括意大利的安東尼世家、法國

的拉菲、瑪歌、西班牙的LAN等全球壹

流特色葡萄酒和酒莊酒都已悉數進入天

貓，除此以外，消費者還可以購買到由

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各國政府背書的當

地最具特色酒類。

這些知名酒品牌通過天貓，不僅建

立起對中國市場的認知，更能夠第壹時

間觸達年輕消費者，引領消費升級。

近年來，眾多酒類知名品牌正借助

天貓推動C2B，包裝定制、AR、VR和

IP跨界等新零售玩法。與此同時，天貓

也與線下行業聯動，推動酒類新零售，

通過接入阿裏巴巴全渠道系統，實現訂

單自動分揀到消費者最近店鋪，推動酒

類配送極速達。

“我們期待在天貓上與更多年輕消費

者面對面，根據他們的需求來定制並推動銷

售及工藝的變革，最終實現品牌增值。”西

班牙LAN酒莊中國運營負責人俞駿說。

綜合報導 根據有關機構提交給監管部門的最

新文件，中國海南航空集團目前已持有德意誌銀行

約10%的股份，從而成為這家德國規模最大的商業

銀行第壹大股東。

德意誌銀行發言人Christian Streckert於 3日應

詢向中新社記者表示，海航增持德意誌銀行股份壹

事系海航方面自行向美國證監會披露。

根據這份由C-QUADRAT等機構向美國證監

會提交的信息披露文件，截至2017年4月28日，

海航通過C-QUADRAT已持有德意誌銀行9.92%的

股份。根據德意誌銀行官網的大股東信息，這壹

持股比例已超過美國貝萊德（Blackrock）5.88%的

份額，使得海航躍居德意誌銀行最大股東。

海航於今年3月增持了德意誌銀行股份，當時

份額已達到4.76%，位列第二大股東。德國《法蘭

克福匯報》報道稱，海航此次增持德意誌銀行股份

至10%左右的總耗資為34億歐元。

在德國交易所和紐約交易所兩地上市的德意誌

銀行為德國規模最大的銀行，擁有約 10萬名員

工。2015年和2016年，德意誌銀行曾連續遭遇嚴

重虧損。據路透

社報道，今年1月，

德意誌銀行以 72

億美元代價與美

國司法部就2008年金融危機前該行的違規行為達成

和解。今年壹季度，該行凈利潤增長143%，達5.75

億歐元，被外界認為已初步扭虧為盈。

針對德意誌銀行是否歡迎來自中國的海航集團

成為其第壹大股東，以及今後海航在其經營管理中

將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Christian Streckert拒絕直

接回應，只是引用了該行監事會主席Achleitner今

年3月針對海航的表態稱：“我們對於新的致力於

德意誌銀行長期發展的關鍵投資者感到高興。”

根據海航集團官網介紹，該企業自1993年創業至

今，已從單壹的地方航空運輸企業發展成為囊括航空、

酒店、旅遊、地產、商品零售、金融、物流、船舶制

造、生態科技等多業態大型企業集團，業務版圖初步發

展到全球布局，總資產逾萬億元人民幣，2016年實現收

入逾6000億元人民幣，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逾41萬個。

海航成為德國最大銀行第壹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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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Publishes A Rare And Strong Criticism Of China
On Wednesday - China Urges All Parties In The Korean Standoff To Stay Calm

North Korea “Locks Horns” With China –Beijing 
Urges All Sides To 'Stop Irritating Each Other' 

China Gets Rare Rebuke From North Korea For 'Betra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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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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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r)
BEIJING, China - As tensions ris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 worried China has urged all parties to stay 
calm.
Worried that the growing saber rattling might result in 
an actual war, China said that all the parties must “stop 
irritating each other.”
China’s message to U.S. and North Korea comes a 
day after Pyongyang lashed out at its only ally in the 
region, in a rare and strong message published on its 
state media.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said on Wednesday that 
Chinese state media commentaries calling for tougher 
sanctions over Pyongyang's nuclear program were 
undermining relations with Beijing and worsening 
tensions.
U.S. meanwhile continues to pressure China to do more 
to rein in its neighbor'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North Korea’s growing missile tests and subsequent 

threats have prompted an 
assertive response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among the many warnings 
had earlier stated that an "era 
of strategic patience" is over.
On Wednesda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hat 
Washington was working 
on more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In further action, Tillerson 
warned other countries their 
firms could face secondary 
sanctions for doing illicit 
business with Pyongyang.
He sai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been 
"leaning hard into China 
... to test their willingness 
to use their influence,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regime."

Further, this week, reports revealed that Washington 
was negotiating with China on a possible stronger UN 
Security Council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s.
In an official statement,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that UN resolutions 
were clear that further measures would be taken in the 
event of more nuclear or missile tests.
Further commenting on the nuclear-powered aircraft 
carrier that the U.S. has sent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Shuang said the situation was "highly complex" and 
sensitive.
Along with the aircraft carrier, U.S. has also deployed 
a pair of strategic U.S. bombers that are involved in 
training drill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Shuang added in the statement, “The urgent task is to 
lower temperatures and resume talks. We again urge all 
relevant parties to remain calm and exercise restraint, 
stop irritating each other, work har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for contact and dialogue between all sides, 
and seek a return to the correct path of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Even as the U.S. continues to threaten North Korea, 
last week,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aised 
eyebrows when he said he would be "honored" to mee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North Korea And U.S. Warmongers

In its commentary on KCNA, North Korea said that 
the bombers conducted "a nuclear bomb dropping drill 
against major objects" in its territory at a time when 
Trump and "other U.S. warmongers are crying out for 
making a preemptive nuclear strike."
North Korea's official KCNA news agency said, “The 
reckless military provocation is push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loser to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KCNA further attacked China saying that it had 
attempted to shift the blame to Pyongyang for 
"deteriorate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U.S. deployment of strategic assets.
North Korea accused China of "hyping up" damage 
caused by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s to China's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said the program was needed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can never be changed nor shaken.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25306370)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session. This week reports revealed that Washington was negotiating       
with China on a possible stronger UN Security Council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s.

Beijing Urges U.S. and North Korea To 'Stop 
Irritating Each Other'.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c).
North Korea's official news agency leapt into 
overdrive Wednesday, accusing Chinese politicians 
and journalists of fomenting trouble and outright 
"betrayal."
"China should no longer recklessly try to test the 
limitations of our patience," said the commentary 
released by the rogue state'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added, "We have so devotedly help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uffered enormous damage." It 
said China has regularly "infringed upon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in becoming closer to the US and thus 
committed a "betrayal" in the process.
The rare rebuke from Pyongyang's official mouthpiece 
follow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warming ties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hoping the Chinese can convince the 
North Koreans to abandon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and cease development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capable of reaching North America.
Still, the North's official news agency reiterated 
Wednesday it has no plans to end its nuclear program.
"For us, nuclear is an absolute symbol of dignity and 
power, and it is the highest interest," said KCNA. "If 
we give up nuclear weapons, we will not only intensify 
economic sanctions, but also military intervention."
Beijing indicated Wednesday that Pyongyang was 
taking a dangerous course and should reconsider.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DPRK to pursue its own 
security, but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ambitions have put 
itself and the whole region into dire peril," People's 
Daily,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said in a commentary. "The DPRK must not be 
obsessed in a wrong path of repeated nuclear tests and 
missile launches that resulted in rounds of sanctions."
(DPRK is a reference to North Korea's formal name,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Meantime, the US early Wednesday announced it 
launched an unarmed ICBM missile from 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 in California. It was the second such 
test in a week and comes as the Air Force works to 
improve the Minuteman III missile's reliability and 
demonstrate to North Korea the US nuclear deterrent 
cap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is beefing up its military 
resources in the Asian region as a show of force with 
tensions still remaining high over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he US Pacific Command said Tuesday it sent the Los 
Angeles-class attack submarine USS Cheyenne to the 
US Navy base at Sasebo, Japan. The US also activated 
its THAAD anti-missile defence system in South 
Korea this week at a former golf course.
Last week, a carrier strike group led by the USS Carl 

Vinson held drill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re's 
also been recent train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volving F-35 stealth fighters and bomber aircraft. 
The US military confirmed Wednesday two B-1B 
bombers left Guam's Andersen Air Force Base on May 
1 to hold training missions with forces from Japan and 
South Korea. (Courtesy www.asiaone.com/asia/) 

Related
China Reportedly Issues Final 

Warning To North Korea
With President Trump placing his faith in China's 
ability to keep its neighbor under control - through 
threats, promises, or oil embargoes - it appears, 
according to unconfirmed rumors spreading widely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uesday, that North Korea just 
got its final warning.
As Korea Times reports, Chinese news outlets 
have previously said Beijing could turn its back on 

Pyongyang if the latter conducted a sixth nuclear 
test. But the rumor that China has given North 
Korea a final warning has drawn particular 
interest from Weibo users.
The rumor cited the May issue of Hong Kong 
monthly news outlet Dong Xiang.
It said a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unior minister invited Park Myung-ho, an 
official of North Korea, for a meeting.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asked his junior to read aloud the warning to 
the North over the nuclear test.
The memorandum mentioned that China will 
condemn strongly, pull back on al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ven blockade North Korea if 
it conducted the test.
A Chinese netizen said: "Maybe the bond 
between the nations is not that strong as we 
thought. North Korea is 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enemies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ide any 
explanation or correction to the rumor, but this follows 
reports of China's embassy warning citizens in North 
Korea to "return home" as fears grow of escalation with 
the US. (Courtesy www.zerohedge.com/news/2017-
05-03) 

North Korea vows to continue its nuclear 
testing.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on recent visit to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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