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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者的選擇（Seniors Choice) - 老人醫療保險服務

保險經紀人  鄭帥帥 Andrew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莊雅淑盛裝出席走秀莊雅淑盛裝出席走秀
眾人為之驚艷眾人為之驚艷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3030周年年會暨獎學金周年年會暨獎學金
之夜活動之夜活動﹐﹐上周六在上周六在Marriott Westchase HoustonMarriott Westchase Houston
大旅館舉行大旅館舉行﹐﹐席開四十五桌席開四十五桌﹒﹒除駐休士頓經文處黃敏除駐休士頓經文處黃敏
境處長及夫人邱瓊慧走秀贏得滿堂彩境處長及夫人邱瓊慧走秀贏得滿堂彩﹐﹐休士頓僑教中休士頓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也難得一身亮麗晚禮服心主任莊雅淑也難得一身亮麗晚禮服﹐﹐盛裝走秀眾人盛裝走秀眾人
驚艷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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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報於四月底曾報導Treemont退休社區，獲得許
多銀髮讀者的回應，想要進一步作了解，因此，特別邀請目前住
在Treemont退休社區的李太太，用她親身的經驗來與讀者分享
，以下是她的文章。

By Lillian Lee, Treemont Resident
我於2016年7月搬到Treemont退休社區，原因有幾個，首

先是我不再開車了，因此，我需要交通工具去買菜、買日常用品
，以及看醫生。此外，因為我是獨居，萬一生病或是跌倒了，家
裡沒有人可以幫助我，我希望能避免這種危險發生。

以前，搭車去購物和看醫生對我來說都是大問題，依照距離
的遠近，每次我租一輛車，很容易就要花費$25到$80元。自從
我搬進Treemont之後，問題迎刃而解，Treemont有2輛林肯轎
車接送居民，司機可以在週一到週三從上午9點到下午3點（須
預約）帶我去看醫生，距離在5英里的範圍內皆可。在我看完醫
生之後，只要打電話給司機，他就會來帶我回Treemont，非常
方便，也省了我很多車費。在週四和周五，只有一個司機，所以
名額有限。週六和週日他們放假。

Treemont的安全系統做的很好，在我的臥室床邊、和浴室
裡各有一個安全拉繩。如果發生緊急情況，我只要拉繩，短時間
內就會有人來幫忙。這個系統24小時有人值班，一週7天，持續

的注意所有居民的安全。另外，每天晚上9點，我會在門把上放
一張標語牌（像酒店使用的那樣），每天早上9點再拿進屋裡，
這是所謂的“9點計畫”，如果這個標語牌在9點的時候沒有放
出來、或是拿走，負責安全檢查的人會來敲門，問我是否一切都
沒問題。這兩點安全措施，都讓我覺得很安心。

Treemont有一輛小巴士，會帶居民去購物，不同天去不同
的地點，買自己需要的東西。通常是下午 1 點出發，週一去
Kroger 和 CVS，週二去Randalls和Walgreens，週五去 WalMart和
Target，這項安排，帶給居民很大的便利。

Treemont在特別節日和特殊節慶時，會舉行慶祝活動，社
區有一個很大的禮堂，可容納約200人，有現場樂隊、娛樂活動
、跳舞，並提供零食和酒類助興，氣氛非常歡樂。每週五和週六
下午三點半，也有現場娛樂表演，包括古典鋼琴、各種歌唱、以
及演奏不同的樂器，居民們很享受這些表演，當旋律婉轉流動在
社區中，我們都非常開心。

社區有一個非常大的餐廳，每天供應3餐，每餐都有兩種主
菜、及不同的沙拉可選。居民可選用套餐，或選用自助餐。另外
，可以在餐廳吃飯，或把食物帶回自己的公寓吃，很有彈性。
如果不想到餐廳吃飯，也有送餐服務，可以打電話預訂，服務人
員會送餐到房間來，酌收2美元的費用。 但如果是生病了，則不
收費用。不用煮三餐，讓我節省許多時間，也不用操心每天想吃
什麼，有人都幫我準備好了。

Treemont提供多采多姿的活動，讓人在一整週都有娛樂，
完全不會無聊。電影每周播放 3 次，賓果遊戲每週兩次，
Sing-a-Longs 每週兩次，合唱團每週一次。每週四會外出用餐
(Lunch on the Town)，品嘗不同的美食，社區巴士會接送，只要
付餐館的餐費即可。有時候，社區還會規畫一日遊，到附近的各
個旅遊景點欣賞美景，只要付餐費和入場費，沒有額外費用。

社區也照顧到居民宗教上的需求，天主教和跨教派的教會每
週都有現場服務，另外還有每週4次查經班。 Treemont有兩個
圖書館、美容院、禮品店（只提供生活必需品），還有活動室，
裡面有運動器材。每個月的第三個週三，還有一個烹飪示範班，
向居民介紹美味的微波爐食譜。

社區每週免費提供一次房間清潔服務，不收費用。這裡的維
修人員很棒，如果需要換燈泡，只要打電話給前台，事情就會被

包辦得好好的，所有賬單都由Treemont支付。不過，自己的電
話帳單、有線電視（如果您有訂的話）和報紙的費用則需自付。

每層樓、每間公寓均設有單獨控制的冷暖氣，每棟樓的每一
層建築都提供有洗衣機和烘乾機（在洗衣間）。這裡的員工不能
接受小費，每年只有在聖誕節“感謝員工基金”時，居民可以在
假日前為這些每天服務的100名員工捐贈感謝金。

居民如果自己有車，社區會分配你一個停車位，每月收費只
要25美元（有棚）、和15美元（無棚）。

社區還有一個醫療中心，設有專業護理和康復中心、以及輔
助生活和臨終關懷護理。當居民從醫院出院，還沒有準備好能獨
立生活的時候，他們可以先在醫療中心恢復，直到他們完全康復
後，就可回到公寓。這個醫療中心以其卓越的康復計劃而聞名，
幫助許多居民恢復健康，等他們身體夠強壯的時候，就回到自己
的公寓生活。 Treemont還提供家庭護理服務（Senior Allegiance
），根據需要提供的照顧而收費，包括藥物管理、洗澡、穿衣、
和遛狗，這些服務對居民盡可能的獨立很有幫助。

社區有6棟住宅，每棟都有3層樓，居民可以選擇1房或2房
加客廳的公寓。每棟建築的電梯都有室內走廊相連，所以永遠不
用走到外面，這在天氣不好的時候極有用處。

這裡的租金是根據公寓單位的大小來收費。也有幾間給客人
住的公寓，當有家人來訪問的時候，可以在這裡住，每晚$ 75 元
，很便利。

住在Treemont，就像住在酒店一樣，我覺得每天都在度假
，有更多的空閒時間享受自己的嗜好，或是參加Treemont設計
的活動和旅行。在這裡，我的生活變得無憂無慮，不用操心煮菜
、購物、或是房子的維修與保養。

Treemont的工作人員和居民都非常友善、很有禮貌。社區
的地理位置非常便於購物、用餐，距離中國城也很近。如有任何
問題、或想要預約參觀設施，請致電Treemont（713）783-6820
，可留言和留電話號碼給李太太，我會回電 (我會說廣東話)。

歡迎與 Treemont工作人員Lupe Sepulveda和Linda Parra聯絡
，可電（713）783-6820。地址: 2501 Westerland Dr (與 Wes-
theimer交叉口), Houston, Texas 77063。網站: www.Treemont.com
。email: Lupe@Treemont.com。Linda@Treemont.com。

老年生活最在意的三件事: 安心開心關心
Treemont居民的親身分享與見證

TreemontTreemont慶典活動慶典活動，，居民享受舞蹈與音樂居民享受舞蹈與音樂

TreemontTreemont在特別節日和特殊節慶時在特別節日和特殊節慶時，，會舉行慶祝活動會舉行慶祝活動活動提供點心與酒類助興活動提供點心與酒類助興
社區有一個非常大的餐廳社區有一個非常大的餐廳，，供應供應33餐餐，，不用不用
操心每天想吃什麼操心每天想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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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回顧 「「辜汪會談辜汪會談」」 前後前後
我政府的大陸政策我政府的大陸政策

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祕書長）
筆者於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任職海基

會副秘書長，做為海基會幹部，需先理解政府
政策，才能有效執行兩岸交流及事務性的談判
。本文係對當年時代背景及政府政策，撰簡要
敘述，提供新一代關心兩岸事務者參考。〉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兩岸軍事衝
突及對立時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大
陸改採 「和平統一」的對台政策，我政府提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兩岸情勢對立

轉趨緩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經國先生
基於人道考量，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之
間進入民間交流的新時代。為因應新時代發展
，在李登輝總統主政下，一九九一年頒佈國統
綱領，根據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陸委會黃昆輝
主委發表的 「國統綱領與兩岸關係」乙文，闡

明了國統綱領的要旨：
一、堅持一個中國，謀求中國的統一
強調 「一個中國」的原則，及 「大陸與台

灣均是一個中國的領土」，雖然中國只有一個
，但中國已形成海峽兩岸的分裂對峙之局，因
中國在分裂之中，所以有 「中國統一」的問題
。但此時海峽對岸，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而
中共代表中國。我們的看法：台灣雖是中國的
領土，但中共政權並不是中國，兩岸的分裂對
峙之局，不是台灣問題，而是中國問題。

所以我們有 「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領土」
的說法，台灣與大陸是 「一個中國的兩個地區
」，台灣與中華民國不能劃一個等號，對中國
的統一有當仁不讓的歷史使命。

二、堅持和平統一，反對使用武力

對中國的統一，國統綱領強調 「理
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及
統一的方式是和平的，我們的大陸
政策是從 「反攻大陸」演進到 「以
民主、自由、均富統一中國」，而
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不再視中共
為叛亂團體而戡平之，和平統一乃
為國家統一的唯一方式。
三、以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

為統一的前提
我們謀求中國的和平統一，絕不

放棄我們的民主政治，社會制度和
生活方式。絕不許損害台灣的安全
，自由和繁榮。絕不可使台灣地區

統一於共產政權之下。所以綱領中聲明，中國
統一的時機方式， 「首先尊重台灣地區人民權
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
四、和平統一有進程，分階段而無時間表

統一綱領分近程、中程、遠程三個階段，
逐步達成統一。這是開放而穩健的步子，每前
進一步，得看到對方的反應，沒有適當的反應
，就該暫緩，以便理性耐心地處理。

陸委會是稟承總統的大政方針，訂定大陸
政策及執行的單位，黃昆輝主委闡明的大陸政
策，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了解當時政府的政
策及情景之後，就不難理解，政府為因應中共
「一個中國原則」的攻勢，在一九九二年八月

一日，國統會通過 「一個中國解釋文」，以此

為根據，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在一九九二年十
月底在香港就 「一個中原則問題」進行談判。
對 「一個中國原則」大陸提出五個方案，海基
會提出八個方案。其中我方第八個方案，應可
為大陸接受，惜海協會代表未能簽署，即返北
京。我方代表在香港停留數日，但海協會未再
派代表回香港。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海基會去函海協
會，我方建議 「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一
個中國的原則」，海協會孫亞夫副秘書長在同
日上午來電話告知當時海基會陳榮傑秘書長：
「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提議」。同年十一

月十六日，海協會來函正式接受我方的建議，
「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海基會，海協會的交往及會談，不涉及 「一
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內涵」。

同年十二月三日，海基會正式覆函海協會
，我方所謂的 「一個中國原則」，是根據 「國
統綱領」及國統會通過的 「一個中國解釋文」
，這就是二OOO年以後所稱的 「九二共識」。
當兩岸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方面政權輪替，
對大陸的政策，朝野有不同主張，但是一九九
二年的歷史事實- 「二共識」是事實存在的，也
成為兩岸互信及和平發展的基礎。現在的兩岸
政府及民眾應多尊重並理解一九九O年代初期
，兩岸政府的各自的台灣或大陸政策，而非以
現在的思維或意識型態去評斷過去，進而忽略
當時的情景。

休斯頓
旅遊購物指南

由美南報業集團發行

現已出版
      歡迎免費領取
                                      領取地址：美南新聞總部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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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歡迎高雄醫學院護理系到休士頓研習歡迎高雄醫學院護理系到休士頓研習

休士頓僑界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三次會議
(本報記者黃麗珊)陳美芬主任委員表示,休士頓僑界

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三次會議將於7月30日(星期日)下
午12時30分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青』 活動少配合」，頗受歡迎一年一度 『長者樂活生涯諮

詢』 活動，於6月24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5時在雅苑(6968
Howell Sugarland Rd.,Houston, TX. 77083) 舉行。活動內容豐富
，有體檢、實用講座及慶生會等。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表示
，活動旨在為長者傳達知識，讓他們能夠收穫安全、舒適的晚年
生活。活動吸引300多位長輩參與。大家度過充實又歡樂時光,收
獲良多。相約明年再聚。與會長輩深感參加活動讓他們週末生活
十分充實，感謝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及亞裔青商會共同舉辦這麼
好的公益性質活動，希望類似活動能常態化舉辦下去。此次活動

得到主流公司、僑界工商名流的大力支持與協助，每位買票且
超過五十五歲的長者在聽完主辦單位精心設計的主講課程後都
可以領取價值超過三十元以上，操作簡易的血壓計，或開車所
需的急救箱。活動當天上午有由光鹽社所提供免費C 型肝癌快
速篩檢、乳房攝影檢驗登記、子宮頸抹片檢查登記並發放糞便
潛血篩檢包、家庭醫科趙耿偉醫生、Dr. Yen Vu 、心理醫師Dr
. Liz Tran, 及Dennis Dinh, PA將於現場提供一般醫學問題解答、
鄭帥帥先生提供Medicare 及Medicaid 的諮詢、賴清陽律師事務
所義務彭博、丁宬律師免費簡易遺囑書寫、園藝相關知識問
答、鄭麗娟老師倫巴活樂筋骨健康動活動，同時還提供免費
遊樂遊戲供您等待時不覺得無聊。午餐及下午課程需購票參
與，每張十五元，除供應午餐尚可參加下午精心安排的演講
，第一場由宋建章牙醫博士主講，第二場由Centerpoint專家
主講颶風安全的防範，第三場由亞裔青商基金會會長主講年
長者開車須注意事項。結 束後，每位五十五歲以上購票參加
者可獲取由德州 青商總會所捐贈價超過三十元以上，操作簡
易的血壓 計，或開車所需的急救箱。歡迎踴躍參與，詳情 請
電中華保健中心監事王秀姿713-975- 9888或亞裔青 商會副會
長鄭雅如832-226- 7771。該項活動除得到光鹽社的全力支持
外，更有多位 亞裔醫師及醫學人士的協助。如僑界出名家庭
醫科趙耿偉醫生、Dr. Yen Vu、風濕關節專科 Dr. Lina Ching
、骨科專家PA Mr.Dennis Dinh 、腎臟專科Dr. Chun Xie、 精
神專科Liz Tran M. Ed.、 糖尿病專科Kim Nguyen 。

甘幼蘋副會長也提到，感謝Sandy Diep 葉曉華，一位充滿
愛心，溫柔可親的護士，不但精於她專業的知識與技能，最難
能可貴的是她不吝於奉獻她所學於人群。在此特別謝謝葉曉華
數次捐贈了血糖測試器（每個測試器都附加有十片測試紙）此

次贈送休士頓保健中心的長者。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Phuong Tran提到，此次活動動員大

量的人力，不論是亞裔青商會或是保健中心的理事們或是熱心的
義工都會全力以赴。除了感謝所有的贊助社團、公司及個人的捐
助外，更感謝德州青商總會、Centerpoint Energy、Shell Oil歷年
來對此項活動的全力支持。參與此次活動，感謝亞裔青商會副會
長鄭雅如、中華保健中心常務監事王秀姿、張錦娟及保健中心會
長鄭雅文、副會長甘幼蘋、前會長洪良冰、理事們大力支持。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青老青 』』 活動活動 少配合少配合」」
『長者樂活生涯諮詢』 活動在雅苑圓滿成功舉行開懷大笑 樂活長壽更健康

(本報訊)為積極開創提供我國學生多元國際研習的環境
與機會，培育具有國際觀的護理人才，高雄醫學大學護理
系每年遴選十名優秀青年學子，於暑假到德州大學休士頓
健康科學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進行海外護理研習。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黃敏境處長為了表達對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研習團的歡
迎，特別在本(106)年6月29日與護理研習團同學進行餐敘
。黃處長親切地關心每位同學在休士頓研習的生活起居，
並對護理人員工作的辛勞表示敬意。黃處長也分享先前派
駐英國時期經驗，針對英、美兩國大學研修年限以及收費
制度比較說明，鼓勵同學趁年輕時多到海外吸收國際經驗
，拓展視野。黃處長進一步分析，同學未來畢業後，每個
人或對於護理專業有不同定位與追求，概可分為 「工作
(Job)」、 「志業(Career)」與 「使命感(Mission)」，由於個

人的定位與追求不同，未來的發展與貢獻亦有所差異。 該
研習團自6月22日至7月30日為期一個月，於該校進行課
室教學，並參訪當地多家著名醫學中心及醫院，實地觀察
護理臨床運作。負責此研習營係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科學
中心游登元教授與洪裕峰教授，他們希望以團隊合作為研
習主軸，讓學生學習更聚焦，深刻體會美國和台灣在臨床
與教育上的差異。 高雄醫學大學於每年暑假舉辦海外研習
團，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今年邁入第5年的研習營，成效良
好，受到學術界熱烈迴響，並廣受各界好評。 (照片說明:黃
敏境處長(前排右5)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前排右1)、游登
元教授(前排右4)、洪裕峰教授(前排右6) 與高雄醫學大學護
理系研習團同學。) (本案聯絡人:教育組鍾慧 電話：
713-840-3854 電子郵件：brownie.ch@houstoncul.org)

譚秋晴代表譚秋晴代表Al GreenAl Green聯邦眾議員於聯邦眾議員於66月月2424日在雅苑頒發賀狀日在雅苑頒發賀狀,,由由
中華保健中心常務監事王秀姿中華保健中心常務監事王秀姿、、會長鄭雅文及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鄭雅文及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會長會長Phuong TranPhuong Tran代表接受代表接受。。((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亞裔青商會副會長鄭雅如亞裔青商會副會長鄭雅如、、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Phuong TranPhuong Tran
及德州青商總會代表等為及德州青商總會代表等為66月月2424日舉行日舉行 『『長者樂活生涯諮詢長者樂活生涯諮詢』』
活動全力支持活動全力支持。。((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表演藝術家-- 李軍先生歡迎會李軍先生歡迎會
中美藝術交流研討會本周二舉行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
聞稿 2017 年 6 月 30 日 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歡迎高雄
醫學院護理系到休士頓研習 ( )為積極

開創提供我國學生多元國際研習的環
境與機會，培育具有國際觀的護理人
才，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每年遴選十
名優秀青年學子，於暑假到德州大學

休 士 頓 健 康 科 學 中 心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
ton)進行海外護理研習。 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為了表

達對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研
習團的歡迎，特別在本(106)
年 6 月 29 日與護理研習團同
學進行餐敘。黃處長親切地
關心每位同學在休士頓研習
的生活起居，並對護理人員
工作的辛勞表示敬意。黃處
長也分享先前派駐英國時期
經驗，針對英、美兩國大學
研修年限以及收費制度比較
說明，鼓勵同學趁年輕時多
到海外吸收國際經驗，拓展
視野。黃處長進一步分析，
同學未來畢業後，每個人或
對於護理專業有不同定位與
追求，概可分為 「工作(Job)

」 、 「志 業 (Career)」 與 「使 命 感
(Mission)」，由於個人的定位與追求
不同，未來的發展與貢獻亦有所差異
。 該研習團自6月22日至7月30日為
期一個月，於該校進行課室教學，並
參訪當地多家著名醫學中心及醫院，
實地觀察護理臨床運作。負責此研習
營 係 德
州 大 學
休 士 頓
健 康 科
學 中 心
游 登 元
教 授 與
洪 裕 峰
教 授 ，
他 們 希
望 以 團
隊 合 作
為 研 習

主軸，讓學生學習更聚焦，深刻體會
美國和台灣在臨床與教育上的差異。
高雄醫學大學於每年暑假舉辦海外研
習團，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今年邁入
第5年的研習營，成效良好，受到學
術界熱烈迴響，並廣受各界好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黃敏境處長歡迎高雄醫學院護理系到休士頓研習

本處將於2017年7月4日（星期二）美國獨立紀念日
（Independence Day）放假乙日，領務收發件亦暫停，並
於7月5日（星期三）恢復上班及領務收發件。

倘於前述假日遇有重大急難事件需緊急協助，請撥打
本處緊急聯絡電話: 832-654-6041求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敬上

通 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由 「美南報業傳
媒集團」 主辦的 「中美藝術交流研討會」 本
周二晚間在美南報業大樓舉行。首場即迎來了
梅蘭芳京劇大賽金獎得主，國家一級演員，京
劇表演藝術家李軍先生。主辦人 「美南報業傳
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親自出席歡迎，研
討會，並頒發獎牌，獎狀給李軍先生，他並表
示： 類似的 「中美藝術交流研討會 」 今後將

陸續舉行，為美國與中國的藝術交流作貢獻。
李軍老師，休斯頓人並不陌生，他於前年

曾出席 「美南新聞新年園遊會」 作宋江題詩等
精彩演出，令在場中，美人士印象深刻。

李軍先生現為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
工余派，楊派老生。出身梨園世家的他，自幼
即打下京胡基礎。他的嗓音清亮圓潤，唱念吐
字清晰，韻味醇厚，委婉耐聽，演唱感情飽滿

，表演細致流暢，扮相俊
逸，雍容儒雅，台風穩健
。是當今京劇舞台上影響
甚廣的青年老生演員。

李軍先生當晚在休士
頓各社團代表的簇擁下，
一口氣演唱了三個段子的
戲。包括（ 一 ） 洪羊洞
（ 李軍獨唱 ）（ 二） 坐
宮（ 李軍與郭楓演唱）
（ 三) 沙家浜-- 智鬥（
李軍與郭楓，姚欣植 共同
演唱） 而由陪同前來的上
海京劇院，國家一級琴師
張紀華，與 「休斯頓國劇

社 」 社長姚欣植現場伴奏
。名琴配名角，使當晚出
席的各社團代表聽得如癡
如醉，大呼過癮！朱軍的
太太， 「東方衞視 」 著名
製片人，導演郭愫鵑女士
全程陪同。李軍也在研討
會上表示：希望透過 「戲
緣 」，把文化帶動起來，
他正在作建黨95 周年音樂
會及建軍九周年（7 月 30
日舉行） 全程為交響樂團
演奏。

當晚出席的各社團代
表包括： 東北同鄉會（ 張
玉誠，李秀嵐），山東同
鄉會（孫鐵漢，陳文），
上海聯誼會（ 王紹安 ），
讀書會，大連同鄉會，休斯頓國劇社（ 姚欣植
，郭楓 ）雙語記者協會（ 鄭直 ），南京友好
協會（ 王福生），福建同鄉會---- 等各社團
代表六，七十人。

李軍老師還於研討會前，接受美南電視 「

楓雲休士頓 」 主持人郭楓女士的專訪，談他在
上海建二百人的劇院，為戲劇學院的學生提供
演出場地。該節目錄影將於七月三日（ 周一
） 晚間七時半在15.3 台 「美南電視」 播出，歡
迎準時收看。

圖為圖為 「「 美南報系傳媒集團美南報系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立者右立者 ）） 在在 「「 中中
美藝術交流研討會美藝術交流研討會」」 上講話上講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座談會主辦人座談會主辦人 「「美南報美南報 業傳媒集團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右
）） 頒發獎狀給京劇表演藝術家李京先生頒發獎狀給京劇表演藝術家李京先生（（左左）。（）。（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前排右前排右55))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前排右前排右11))、、游登元教授游登元教授((前排右前排右44))、、洪洪
裕峰教授裕峰教授((前排右前排右66)) 與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研習團同學與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研習團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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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到底需要靜養還是運動生命到底需要靜養還是運動？？
潤元堂國醫館

自筆者學習中醫之初，就為一個問題糾結了很
多年，那就是對體育運動的態度。有兩種來自東西
方文化的觀點粗看上去完全是相反的：東方文化說
長壽在於靜養，西方文化說生命在於運動。那到底
是應該靜還是應該動呢？

其實，這兩個看上去不可調和的矛盾，只是反
映了生命的兩個重要側面。東西方文化各強調一面
，但都不完整；而選擇注重哪一面，還取決於各人
的生活態度。東方人注重生命的持續性, 西方人注
重生命的“執行力”（to perform), 這兩者顯然是對
立的統一體。一台機器，你若拼命讓它 perform, 必
然會提前勞損，但反過來，一台不 perform 的機器
，雖然長壽，你要它有什麼用呢？人當然不能完全
和機器相比，但執行力和持續性的矛盾也是存在的
。筆者認為，人在年輕的時候，身體在往上長，應
該多作西方式的運動，從而讓機體有足夠的發展；
但到了中老年，就應該靜養了。你如果還以為自己
寶刀不老，再想勇往直前，就很容易面臨最終不能
持續的局面。這就像一個拋射出去的物體，上升階
段沒有足夠的動量，就到不了一定的高度；但後面
下降階段，物體的飛行狀態會影響它究竟能飛多遠
。這個時候速度和空氣摩擦力如果沒把握好，物體
就會很快墜地。

下面專門講講跑步這項運動，因為許多人一提
體育鍛煉，就想起跑步。跑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心
肺功能。肺活量大了，人體就有了更多的氧氣；心
功能強了，血液能更有效地流向全身。所以適量的
跑步，特別對年輕人，肯定是有益處的。

問題在於，過度的跑步對身體是什麼影響。一
味過度的長期劇烈運動，會造成心臟一臟獨大的局
面，其直接的後果是其他臟器跟不上心臟的步伐，
導致全身各器官的嚴重失衡，這對身體是有很大害
處的。年輕運動員的猝死就是這麼引起的。更糟糕
的是，心臟獨大會掩蓋其他臟器的問題，因為心強
的人體力比較好，更容易讓人誤以為自己沒事，這
樣更可能比心不太強的人延誤治療。

筆者在貝勒醫學院有個同事，專門研究飢餓對
人身的影響，但在美國很難找到非洲難民式的極度

飢餓者，他告訴我他用馬拉松
選手作為替代——可見過度長
跑對人的傷害有多大。另外，
劇烈運動對人體產生的生理效
應和吸毒是一樣的，都會上癮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運動慣了
的人突然停下來，會渾身不舒
服。試問，這能算是陰陽平衡
的狀態嗎？一個完全平衡健康
的人會因為一兩天不去跑步就
渾身上下不自在？

雖然筆者臨床接治過太多
太多因為過度鍛煉而弄壞身體
的患者，但不能否認，生活中
的確有不少人歷來喜愛體育活
動，也很健康。筆者長期觀察
，發現這個群體的人往往有一
個特點：他們的肌肉都很發達
，即他們很注重負重訓練。中
醫認為，脾主肌肉。一個人要
發展肌肉，脾的吸收功能不好是不可能的，所以負
重訓練的確對促進消化吸收功能有積極意義。這是
一個東西方養生觀相一致的地方。這裡順便提一下
，適當的負重訓練是防止老年骨質疏鬆的最好辦法
。

總之，人過了三十，身體慢慢開始走下坡路，
要維護好身體，就要用我們的智慧，這樣才能讓我
們健康地 last 很多年。活得久才能等到你的貢獻產
生影響的那一天；活得久才能有兒孫繞膝的天倫之
樂。無論如何，短命是不可能讓我們成為人生贏家
的。

在這篇小文裡，我們簡單闡述了東西方文化在
健身養生問題上的觀念差別，希望給讀者朋友帶來
啟示 。對於失衡的身體，博大精深的中醫為我們
延年益壽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潤元堂國醫館以病人
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位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 77057，
電話832-818- 0707。

蒙福之路─內在生活 周金海牧師早期
留學美國，專攻廣播電視新聞。 1985年奉
獻全職事主，在美牧會二十餘年，全憑信心
生活，對聖靈經歷尤深，服事滿有恩膏。經
常應邀赴北美、歐洲及東南亞傳講內在生活
信息，並舉辦內在生活研習會，同時成立內
在生活網絡學校，造就各地教會及眾多牧者
，進入與神更親密的關係，為眾教會帶來極
大的祝福。日期：2017年6月30日─ 7月2
日共六場6/30(五) 晚上7:30 7/01(六) 早上9:
30，下午 2:00，晚上 7:30 7/02(日) 早上 10:
00，下午 2:30 地點：Fort Ben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FBISD) Triplex Center

550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 請上網報名 https://goo.gl/K7Ir0h

報名費$30 (含7/1午餐、7/1晚餐、7/2
午餐)

支票抬頭:ROLCCGH 主辦單位:大休士
頓生命河靈糧堂

詳 情 請 洽 ： (281) 433 - 0517 rolcc-
gh@gmail.com www.rolcc-houston.net 你 想
進入內室，看見神的榮耀，經歷生命的更新
，與神建立新郎和新婦的親密關係嗎？
【蒙福之路-內在生活】特會歡迎你！

靈糧堂 莫思危 牧師師母 敬邀

通通 告告
七月一日下午 4:30，在休斯

頓國際貿易中心成立“香港專上
休斯頓校友會”。請相互轉告，
請在香港各大學讀過書的校友出
席 。 地 址 ：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聯繫人：
喬鳳祥 qiaofx@gmail.com。
謝謝。

(本報記者 秦鴻鈞) 「金冠海鮮
酒家 」為了慶祝美國國慶，特舉辦
「龍蝦大優惠」，凡在該店惠顧四十

元，即可享用十元雙龍蝦折扣，原價

$26.99 元減至$16.99 元
，每桌限一碟。
「金冠海鮮酒家」，經

過努力，磨合，生意愈
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
節午，晚餐時間，更是
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冠海鮮酒家」為答

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
二項特價海鮮：1，德州
生蠔（蒜蓉或豉汁 ），
半 打 $11.99 元 ， 一 打
$21.99 元，2，維吉尼亞
紅蟹（ 蒜蓉蒸或沙茶粉
絲煲 ），每客$9.99 元
，以及 「金冠」 最著

名 的 特 價 雙 龍 蝦 ， 一 個 Order 是
$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原價
，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
特價雙龍蝦」 ，一律給予每個 order

都是$26.99 元，這對大量來買外賣
（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好消息。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
主，其七天茶巿，週一至週四上午十
一時至晚間十時，週五、六上午十時
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上午十一時半
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
餐（年節、假日除外）每道菜6.25 元
起，包括貴妃雞、涼瓜牛肉、椒鹽排
骨、京都焗肉排、沙律合桃蝦球、干
煸四季豆，干炒牛河、星洲炒米、鴨
絲煎麵……等粵菜。

另 「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
師特色菜、包括： 「頭抬」炸蝦丸、
涼拌海蜇絲、佛山札蹄、玉龍卷、酥
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括：紅燒
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
貴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
鹽焗排骨、蘭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
、清蒸游水魚、焗龍蝦、薑椒焗大蟹

、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蜆、XO 小
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
、蟹肉扒豆苗、馬拉盞A 菜……等一
百廿餘種拿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
不出來的菜色。

「金 冠 海 鮮 酒
家」佔地寬敝，停
車位多，省卻了您
吃飯找停車位的煩
惱，內部場地寬敞
，佔地一萬一千呎
，使在這裡吃飯成
為莫大的享受，該
酒家還設有屏風，
如果是團體訂餐，
可以屏風隔開，保
持隱私。

「金 冠 海 鮮 酒
家」從老闆、經理
、到所有服務人員

，都招待周到，以客為尊，無論添酒
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
用餐，有 「賓至如歸」之感。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項
名菜餉客，也歡迎外賣（TO GO），
他們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
，拿了就走，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
Party使用。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Bellaire Blvd.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 電 話 ： （281） 575- 1768，
Fax:(281) 575- 1763

金冠海鮮酒家慶祝開業一周年，
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每桌限一盤

【全旅假期獨家】中國東方快車
外賓豪華專列 --- 絲綢之路！

2009 年國際豪華火車旅遊者協會（IRT）公佈
了全球 25 條最佳火車旅遊線路，中國東方快車（又
稱香格裏拉號）名列第十位。上榜者必須符合服務、
食宿、風景、線路、旅遊者體驗等眾多苛求標準，
所以極具參考性。

中國東方快車——絲綢之路將帶您遊覽：
→西 安：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絲路起點，

盡顯大唐風韻。
→寶 雞：世界第九大奇跡——東漢古剎法門寺

及地宮中“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
→天 水：中國四大石窟之 - 麥積山石窟，海內

外華人尋根問祖的聖地。
→嘉峪關：世界八奇跡之一萬裏長城的西起點。
→敦 煌：始建於前秦時期的莫高窟，被譽為“20 

世紀最有價值的發現”。
→吐魯番：世界聞名的葡萄和瓜果之鄉。
→烏魯木齊：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西域

古國經濟文化重鎮。

電話：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 已於前年底開幕的「 
金冠海鮮酒家 」為了慶祝開業一周年，特舉
辦「 龍蝦大優惠」，凡在該店惠顧四十元，
即可享用十元雙龍蝦折扣，原價 $26.99 元減至
$16.99 元，每桌限一碟。

「金冠海鮮酒家」，經過近一年多來的努
力，磨合，生意愈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節
午，晚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冠海鮮酒家」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二
項特價海鮮：1，德州生蠔（蒜蓉或豉汁 ），

半打 $11.99 元，一打 $21.99 元，2，維吉尼亞
紅蟹（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煲 ），每客 $9.99 
元，以及「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一
個 Order 是 $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原
價，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特價
雙龍蝦」 ，一律給予每個order 都是$26.99 元，
這對大量來買外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
好消息。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主，其七
天茶巿，週一至週四上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
週五、六上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上午
十一時半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
餐（年節、假日除外）每道菜 6.25 元起，包
括貴妃雞、涼瓜牛肉、椒鹽排骨、京都焗肉排、
沙律合桃蝦球、干煸四季豆，干炒牛河、星洲
炒米、鴨絲煎麵……等粵菜。

另「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
包括： 「頭抬」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
札蹄、玉龍卷、酥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
括：紅燒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
貴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鹽焗排骨、
蘭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清蒸游水魚、焗龍

蝦、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蜆、
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
蟹肉扒豆苗、馬拉盞 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
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不出來的菜色。

「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車位多，
省卻了您吃飯找停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
敞，佔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為莫大
的享受，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
餐，可以屏風隔開，保持隱私。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到所有
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以客為尊，無論添酒
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有
「賓至如歸」之感。

佳節期間，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
項名菜餉客，也歡迎外賣（TO GO），他們
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拿了就走，
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 Party 使用。

「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Bellaire 
Blvd.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 電話：（281）
575- 1768，Fax:(281) 575- 1763

十分榮幸萬分激動美南日報在 2017 年春節特刊上報道了“中國國際報告文
學研究會”經四選五審選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大
師為即將出版的“踐行者——時代楷模”大型紀實書籍的封面人物及名譽顧問，
這是對本人的鼓勵和鞭策。中國的中醫藥學為我中華兒女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
磨滅的貢獻，也是我中華兒女健康的重要保障。一滴滴熬出來的藥湯，一粒粒
幽香的藥丸，一片片奇特的膏藥都造就了中華醫藥的神奇。我只是和你們一樣
是其中的一員。為不負眾望，為了擴大“少林秘功”的宣傳決定在春節年初六、
年初七（2 月 2 號、3 號）兩天的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全天為各階層人士忠心服
務，希望病者和向往健康長壽的人士踴躍前來參加，體會一下“少林秘功”的
神奇效果。請事先來電預約，聯系手機：832-757-3787

“少林秘功”對您的操作，完全是在不服藥物、不註射針劑、不開刀、不使
用針灸的前提下，完成康復的目的。李國忠頓首

2017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
“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

大師舉行義診
僅 2 月 2 日、3 日（年初六、初七）

兩整天， 機會難得，莫失良機

10 天暢遊西安—寶雞—天水—嘉峪關—敦煌—吐魯番—烏魯木齊！
全程 5 星級豪華住宿，讓您免受風塵之苦！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市最
富名望的地產企業 「石山地產」自
2015 年在休士頓大手筆的買下位於
Wilcrest 與 Westheimer 交口附近的兩
棟辦公大樓後，2016 年更上層樓，一

口氣購買四棟高檔具規模的商業大樓
，簡介如下：Beltway 8 辦公室中心
辦公室待租賃交通位置便利， 位於休
斯 頓 西 南 部 9920 -9980 Sam W.
Houston Pkway S.， Houston， TX

77099: Beltway 8 辦公室中心
由四棟一層辦公室建築組成
，帶有頂層等級的頂層門;辦
公 室 建 築 有 良 好 的 安 全 設
施 - 有大門和圍牆，可安全
通行進出辦公樓。當您沿高
速公路旁路駕駛時可看見辦
公室建築的門牌標誌。辦公
室建築配有美麗的園景庭院
，有蓋停車場，24/7 可進出
辦公樓，有租戶控製的冷暖
空調 (HVAC) 系統和更多設
施。Beltway 辦公室中心位於
休斯敦西南部，靠近Beltway
8 和59 高速公路的交叉口。
堂皇的Sugarland / Stafford 辦
公室位置: 美麗的六層建築包
括淺灰色的大理石骨料和銀

色反光玻璃與改良的U 形幾何設計配
有美麗的園景庭院。 12603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位於西南
高速公路和 Kirkwood 路的西南角。
包括廣泛的創新和現代化的升級設施
。這家六層建築靠近許多便利的設施
，包括噴泉購物中心，好的餐館和酒
店，此外，還有總體規劃的鄰里和在
建多用前德州儀器192 英畝的工作園
區。辦公空間從500 平方英尺到5000
平 方 英 尺 不 等 。 詳 情 請 洽
713-783-9090！

Corporate Park 10701 & 10707
Stafford, TX 77477 位於蓬勃發展的
Sugar Land/Stafford 地區，位置方便，
在90 公路以北，距離Westchase 區，
Galleria 和Sugar Land 城鎮廣場只有幾
分 鐘 。 方 便 到 達 59 公 路 ， SH-99
Grand Parkway，山姆休斯敦 Beltway8
和 Westpark Tollway。新業主與現場
快速回复的管理和租賃服務。建築具
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入口和超標準外觀
。有大開放空間和有蓋的停車場可用

。提供靈活的租賃服
務，辦公室建築配有
熟食店和附近有許多
美味的餐廳。辦公空
間從500 平方英尺到
5000 平方英尺不等
。

莊麗香從一位來
自台灣的女留學生，
到跨國婚姻，與詹姆
斯伯尼（Jame Birney
) 結婚，近半世紀以
來，他們不僅教養出
三位耶魯，哈佛博士
、碩士的優秀子女，
也在職場上叱吒風雲，孜孜碶碶打響
了 「石山地產」的品牌。
莊麗香在事業成功後不忘僑社，不忘
提攜後進，在海外宣揚中華文化，不
僅大力支助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此次
在休士頓美術館 「帝王品味」的精品
展外，還提供西南區辦公室內外作 「
孔子書院 」之用，對鼓勵學子向學更

不遺餘力，去年年底更委託 「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 」 辦理她的 「美國莊麗
香女士獎學金」，得獎者計為東海大
學黃佳敏同學等六位僑生，每名獎學
金新台幣五千元，計發三萬元，於今
年（2017 年）元月七日，在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 七樓會議室頒發。為莊女
士愛國助學的義舉，又寫下光輝的一
頁。

圖為圖為 「「石山地產石山地產」」 創始人創始人，，總裁莊麗香女士在總裁莊麗香女士在
「「 國際領袖基金會國際領袖基金會」」 發證儀式上致詞發證儀式上致詞。（。（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石山地產石山地產 」」 20162016 年在休士頓再購買四棟商業大樓年在休士頓再購買四棟商業大樓
各交通位置便利的各大辦公室現正招租中各交通位置便利的各大辦公室現正招租中

金冠海鮮酒家慶祝美國國慶美國國慶，
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每桌限一盤

美國國慶美國國慶

圖為圖為 「「 金冠海鮮酒家金冠海鮮酒家 」」 老闆老闆BrianBrian 馮先生馮先生（（ 右右 )) 與與
該店貴客該店貴客，，來自香港的來自香港的 「「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電影女電影女
主角姚煒主角姚煒（（左左 ））合影於店內合影於店內。（。（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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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律師陳文律師

治療治療““皮膚病皮膚病””為什麼需要為什麼需要““洗澡洗澡”？（”？（11））

隨著 EB-5 投資移民的排期加長
， EB-5投資人拿到臨時綠卡的時間
至少在2-3年左右， 永久綠卡則更久
。比較之下， “跨國企業經理綠卡”
成為投資人的新寵， 自去年以來，
申請的數量迅猛增長。儘管許多投資
人不熟悉這類綠卡申請， 實際上這個
類別一直是基於投資而移民的一個
“性價比”更高的綠卡申請方式。

根據美國國務院本月公佈的2017
年 7 月最新排期， EB-1 傑出人才、
傑出教授、跨國企業經理類別， 移民
局實際處理案件的遞交時間為2012年
1月1日（也就是排期） ， 這一排期
估計將一直持續到今年九月底。今年
10月份美國新的財年開始之際，估計
包括跨國高管在內的 EB-1 類別的處
理時間將變為”現在”, 也就是有名
額。

跨國公司、多國公司（英語：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
經常被稱為跨國企業（英語：Multi-
national Enterprise，MNE），是在多
個國家有業務，通常規模很大的公司
。提起跨國公司， 一般人立刻想起

“殼牌石油”“福特汽車”“摩根大
通銀行”等超大企業； 就辦理跨國高
管綠卡而言， 小型公司的申請， 只
要符合跨國高管綠卡的法律規定，同
樣可以獲得批准。跨國公司， 在他國
成立分公司形成跨國公司關係，因此
，母子公司之間的財務關係可以歸類
“投資”範疇。就申請Eb1 C綠卡而
言， 中美兩家公司的業務可以不是一
個行業，母子公司分別隸屬不同行業
，比如， 國內一家石油行業公司，
看好美國的生物製約行業， 投資這樣
一家企業， 這種跨國公司也符合申請
跨國高管綠卡的要求。

所謂的“跨國高管”， 是指在美
國和其他國家， 比如中國，都有商業
機構的跨國公司，從美國以外的公司
， 比如中國公司派遣去美國分公司工
作的高級經理、行政主管。就申請
Eb1 C綠卡而言，“跨國高管”要具
備獨立管理、監督、決策和執行權力
和職責，包括部門工作計劃和重大事
項的決策 ， 以及部門人員的聘任、
升遷、和解聘權力等。移民局審查這
類申請，確定申請人是否履行跨國高

管職責， 往往是此類案件審查的重點
。

跨國高管綠卡申請的優勢在於：
1. 投資金額少；2. 申請時間短；3. 申
請人綠卡拿到之前，可以繼續在本國
生活；4. 遞交綠卡申請時， 整個家庭
成員可以一起遞交； 5. 直接申請到永
久性綠卡， 一步到位。
跨國公司企業經理綠卡申請，投資資
金靈活，可依據美國公司規模確定實
際投資金額； 申請人以跨國公司企業
經理的身份和公司大股東的資格，對
所投資公司的經營運作具有發言權，
公司的運作風險可操作和控制，起碼
可以預知和防範。
這種綠卡申請的要求， 基本上與L-1
跨國公司企業經理簽證相同，一是申
請人在本國公司擔當中層以上職務，
二是外國公司要投資美國公司的50%
以上股份，建立母子公司關係。所不
同的是，L-1簽證，可以在初建公司
時申請，也就是說，當公司還沒有盈
利的時候， 也可以申請到L-1的簽證
。
申請綠卡，則要在公司運作一年以後

才可以遞交。但如果投資人投資現有
公司，則不受一年期的限制。另外，
申請綠卡要求公司具備相當規模和一
定盈利。有人認為， 鑑於控製成本和
公司實際運作的考慮，對美國分公司
投資不需要大量資金。現實中這種做
法無可厚非， 但從說服移民局批准綠
卡申請的角度， 投資金額是衡量美國
子公司是否具備實力生存和長期發展
的標準之一， 因此， 投資額不宜過
小。
金潤律師事務所成功處理許多跨國公
司企業經理綠卡Eb1 C 的申請。儘管
有些案件的申請條件存在種種問題，
但經過律師悉心準備，還是很順利通
過。
金潤律師事務所專長 Eb1 A/B；Eb1
C; NIW； PERM； H-1B； O-1；
L-1等申請， 陳文律師為金潤律師事
務所創辦律師，經驗豐富，成功率高
。 （由於移民法律變動頻繁，本律師
及事務所不保證以上內容的時效性和
完整性，個案請向律師事務所諮詢）
。
金潤律師事務所地址： 6100 Corpo-

rate Dr. Suite 178，Houston TX 77036
， 律師熱線：832-495-7889； FAX:
713-773-1626， E-mail： lawyer-
jchen@yahoo.com， 網 址 ： www.ni-
wlawus .com。

人群中為什麼會有眾多的皮膚病
患者呢？是因為他們的皮膚有破損現
象。

引起皮膚破損的原因很多，有外
傷、皮膚乾燥、龜裂等，但更多的皮
膚破損是由皮膚內部“破皮而出”的
新陳代謝所至。

一旦皮膚破損，你皮膚外面的細
菌就會浩浩蕩蕩地開進你的皮下，蠶
食你的血肉，使你皮膚發炎，甚至潰
爛。當然，身體免疫力強的人，皮膚
有自我修復能力。但是，大部分人的
皮膚，尤其是過敏性體質的皮膚，面

對細菌的侵蝕，只能坐以待斃。
這樣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面對細

菌的侵蝕，怎樣保護無能為力的破損
皮膚？

人，都是吃五穀雜糧長大的，身
體的某個器官暫時不通都是很正常的
。能自我修復的，當然好。自我修復
不了的，遇到細菌，就會造成發炎，
即所謂的：不通則痛。為了避免這種
現象，身體內部的調理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就是隔絕細菌源。

怎樣才能隔絕細菌源呢？我們還
是從皮膚病細菌的生活習性開始講起

。
我們身體周圍，時刻都在細菌的

包圍之中，從空氣到每一個物體表面
，可以說細菌無處不在。但是怎樣讓
周圍的細菌不要粘附在我們身上呢？
這就需要我們身上有一層保護膜，使
得細菌不能直接接觸我們的皮膚。當
然，這層保護膜一定是細菌不喜歡的
物質，那就是——水，純淨水。

雖然細菌無處不在，但是細菌要
想粘附在我們身上，是需要條件的。
知道“臭肉招蒼蠅”這句話嗎？意思
就是“臭味相投”。由於我們身體的

新陳代謝，皮膚上的汗毛孔就會有分
泌物，“汗”是最主要的。汗裏面有
多種細菌喜歡的營養成分，如：乳酸
，尿素等。細菌遇到了“汗”，如魚
得水，形成臭汗。但這時的細菌只是
停留在皮膚的表面上，無法進入皮膚
。一旦皮膚由於某種原因出現了破損
，細菌就會立刻侵入。免疫力弱，或
者沒有免疫力的皮膚就會受到細菌的
肆虐。完好的皮膚就會一天天的全線
潰敗，從而導致皮膚病。

如果我們不給細菌提供“臭味相
投”的機會，細菌就不會粘附在我們

身上。即使我們身上
有皮膚破損，因為皮
膚上沒有細菌，破損
的皮膚也就不會被細
菌侵蝕，從而也就不
會得皮膚病。

所以，我們就要保
持皮膚清潔。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持每
天洗澡，勤換衣服，及時清除細菌喜
歡的汗漬。這樣，細菌就不會粘附在
我們的皮膚上，我們的破損皮膚也就
不會被細菌侵蝕了，皮膚病也就無從
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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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企業經理綠卡跨國企業經理綠卡EbEb11 CC 申請炙手可熱申請炙手可熱
金潤律師事務所陳文律師金潤律師事務所陳文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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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高潔侍親至孝忠於朋友深愛家庭陸桂賡先生追思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駐 休 士 頓駐 休 士 頓
台 北 經 濟台 北 經 濟
文 化 辦 事文 化 辦 事
處 處 長 黃處 處 長 黃
敏 境敏 境 、、 僑僑
教 中 心 副教 中 心 副
主 任 李 美主 任 李 美
姿姿 、、 何 仁何 仁
傑 組 長 出傑 組 長 出
席 陸 桂 賡席 陸 桂 賡
先 生 追 思先 生 追 思
會會。。

陸桂賡先生追思儀式於陸桂賡先生追思儀式於 66 月月
2828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在永福殯儀在永福殯儀
館隆重舉行館隆重舉行。。恭請玉佛寺住恭請玉佛寺住
持淨海法師誦經持淨海法師誦經。。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
於於66月月2828日贈送花圈日贈送花圈，，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吳新興贈送花委員長吳新興贈送花
圈於陸桂賡先生追思圈於陸桂賡先生追思
會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黃敏境送花圈並致悼詞黃敏境送花圈並致悼詞。。

孝長子陸忠以粵語作陸桂賡先生生平介孝長子陸忠以粵語作陸桂賡先生生平介
紹紹。。先父為當時英國外貿卓著者之一先父為當時英國外貿卓著者之一，，
得英女王親自頒獎嘉許得英女王親自頒獎嘉許。。陸桂賡先生享陸桂賡先生享
年九十歲年九十歲。。

中 華 民 國 僑中 華 民 國 僑
務 委 員 會 委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吳 新 興員 長 吳 新 興
贈 送 花 圈 並贈 送 花 圈 並
由 僑 教 中 心由 僑 教 中 心
副 主 任 李 美副 主 任 李 美
姿 代 表 誦 讀姿 代 表 誦 讀
致悼詞致悼詞

家屬妻陸張月琴率孝長男陸忠家屬妻陸張月琴率孝長男陸忠、、孝媳陸孝媳陸
劉佩坤劉佩坤，，孝長孫陸瑞龍孝長孫陸瑞龍、、孝孫陸瑞祥孝孫陸瑞祥；；
孝次子陸仁孝次子陸仁，，孝媳陸羅雅雯孝媳陸羅雅雯，，孝孫陸瑞孝孫陸瑞
威威，，孫媳陸鄭蘋詩孫媳陸鄭蘋詩，，曾孫女陸穎華曾孫女陸穎華，，三三
子陸信子陸信，，五女陸和五女陸和，，六子陸安向與會六子陸安向與會
100100多位中外人士答禮致謝多位中外人士答禮致謝。。

恭請玉佛寺住持淨海法師誦經及開示恭請玉佛寺住持淨海法師誦經及開示。。
陸桂賡先生有福有壽陸桂賡先生有福有壽,,無疾而終無疾而終。。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 下下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右二右二 ）） 及及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
（（ 左一左一 ）） 代表僑委會頒發嘉勉獎狀給代表僑委會頒發嘉勉獎狀給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會長葉宏志會長葉宏志
（（右一右一））及新任會長謝家鳳及新任會長謝家鳳（（左二左二）。）。

會長葉宏志會長葉宏志（（ 中中 ）） 頒獎給獎學金贊助者范增璞頒獎給獎學金贊助者范增璞
（（右右））

理事長黃初平理事長黃初平（（ 左一左一 ）） 頒獎給頒獎給 「「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 贊贊
助人助人（（右起右起）） James Birney ,James Birney , 莊麗香夫婦及其子合影莊麗香夫婦及其子合影。。

會長葉宏志會長葉宏志（（ 左左 ）） 頒獎給頒獎給 「「 特殊獎特殊獎
學金贊助人學金贊助人」」 黃登陸黃登陸（（右右））

理事長黃初平理事長黃初平（（ 左左 ）） 頒獎給頒獎給 「「 特殊獎特殊獎
學金贊助人學金贊助人」」 （（ 右起右起）） 林宗生林宗生，，劉旭強劉旭強
夫婦夫婦。。

近七百人參加年會及獎學金之夜近七百人參加年會及獎學金之夜，，台上台上 「「大專校聯會合唱團大專校聯會合唱團」」 正在演唱正在演唱。。

圖為現場餘興節目圖為現場餘興節目 「「 我們的三十年我們的三十年Our DreamOur Dream 」」 正正
在表演精彩的走秀節目在表演精彩的走秀節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現場餘興節目圖為現場餘興節目 「「我們的三十年我們的三十年Our DreamOur Dream 」」 正在表演精彩的走秀節目正在表演精彩的走秀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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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親屬移民收緊 移民表格全面改版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

移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
投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
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
時間都明顯拖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
力對現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
力度。派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的任
職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
情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全一
致。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馬上
取消簽證。

日前，美國移民局針對親屬移民
申請出台了新政，對親屬移民申請流
程中的表格I-130和I-485進行了全面
更新改版。對比新舊兩版 I-130 表格
，頁數從2頁增加到12頁。而新版的
I-485 表格，頁數從 6 頁增加到 18 頁
。這一政策主要為了打擊“假結婚”
等非法移民美國的行為。

為了打擊“假結婚”等移民美國
的詐欺行為，美國移民局由新I-130A
表格取代原有的G-325表格。並明確
規定，如果申請人是通過與公民或綠
卡持有者結婚獲得的美國綠卡，那麼
將不具備為新配偶申請配偶綠卡的資
格，除非滿足以下例外情況之一：

1. 已成為美國公民；
2. 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3. 能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令其

獲得配偶綠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實；
4. 婚姻是因為喪偶而終止。
此外，美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

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息要求。新版
I-130 表格在申請人信息一欄，從原
來的 14 小項，增加到現在的 49 小項
。而在受益人信息一欄，更是從原來
的6項，增加到現在的62項。頁數從
原來的2頁增加到現在的12頁。

新增的內容主要包括受益人所有
以往的婚姻歷史、父母的詳細信息、
詳細的工作歷史、訪問美國歷史、過
往移民申請記錄等信息，還有移民受
益人的族裔、髮色、身高、體重、頭
發顏色和眼睛顏色等內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移民局
對移民申請人填寫的所有資料，以及

每一次簽證時填寫的表格都會永久保
存在美國國土安全局的數據庫。一旦
發現表格前後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即會判定為欺詐，永遠取消其入境美
國的資格。

我們律師樓在處理移民案件中發
現，有的申請人為了圖省事，在國內
遇到盲目追求籤證成功率和利潤而無
視法律的無良中介，把未婚的申請人
填寫成已婚，無子嗣的申請人填有孩
子。而申請人來到美國後，無法出具
以前婚姻的結束證明和莫須有的孩子
的出生證明，導致被耽誤正常的移民
申請，甚至被移民局認定為欺詐，取
消現有的非移民資格，是非常慘痛的
教訓，請各位讀者一定要引以為戒。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排期.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
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
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排到取得綠卡。但是由於最近名額緊
張，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國務院依
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
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接
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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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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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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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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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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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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白金漢宮英國倫敦白金漢宮，，第二營第二營
派翠西亞公主輕步兵團派翠西亞公主輕步兵團MeganMegan
CoutoCouto隊長在衛兵交接儀式上指隊長在衛兵交接儀式上指
揮著女王的衛隊揮著女王的衛隊。。

英國唯壹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出海首航號出海首航

莫斯科球迷地鐵聚首莫斯科球迷地鐵聚首 觀看俄羅斯芭蕾之夜觀看俄羅斯芭蕾之夜

俄羅斯莫斯科，莫斯科地鐵環線新鎮站舉行了壹場別開生面的“俄羅斯芭蕾之夜”活動。 來自俄克裏姆林宮芭蕾舞
劇院的演員們為大家獻上了系列舞蹈藝術精品，如 “胡桃夾子”，“天鵝湖”，“堂吉訶德”，等等。來莫斯科觀看聯
合會杯賽事的200多名球迷和觀眾參加了本次“芭蕾之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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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稱八成假貨來自中國 數據真實性值得質疑得質疑
近日，據報道，歐洲刑警組織和歐盟

知識產權辦公室的聯合報告稱，全球約八

成假冒偽劣產品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假

貨問題壹直為國內外所關註，怎麽看待這

壹報告？中國假冒侵權問題的真相如何？

記者采訪了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專家。

數據真實性值得質疑
這份長達70多頁的報告稱，中國內

地和香港是全球假貨的核心集散地，2015

年全球86%的假貨來自這兩地。其中，知

識產權侵權行為最為突出。報告還稱，

假貨的盛行給歐洲地區帶來了稅收流失，

造成失業，並妨礙了真品的流通。

業內人士指出，在全球範圍內，假

貨的統計尚缺乏科學方法和權威數據，

更不要說是壹個地區的組織機構對另壹

國家和全球數據的統計了。

“如果是統計歐洲地區的中國假貨

還勉強可信，若是統計中國的假貨，甚

至中國假貨在全球的占比，其統計方法

的可靠性和數據來源的真實性就要打壹

個問號了。”中國貿促會國際貿易研究

部主任趙萍說。

其實，中國的侵權假冒問題壹直是

被國外炒作的話題。今年5月，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了關於知識產權的

《特別301報告》，再次將中國列入重

點觀察名單。去年底，這壹辦公室曾發

布《惡名市場非常規審議報告》，將中

國4家網站和6家實體市場列入“惡名市

場”名單。

趙萍指出，這壹做法不排除有抹黑

和栽贓中國的嫌疑。通過這種方式，對

中國制造的產品產生負面影響，為其實

施貿易保護主義提供合理依據。

中國也是假貨的受害者
全球是否有超過八成的假貨來自中

國，這壹統計的科學性尚有待論證，但有

壹點是確定的，即侵權貿易是壹個全球性

問題，涉及生產、流通、銷售、消費等多

個環節。尤其隨著科技的發展，跨境、隱

蔽的制假售假行為越來越頻繁。

中國本身也是侵權假冒的受害者。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海關近年來在進口

環節查獲的侵權案件以年均10%的速率

持續增長。2016年，全國海關共查扣涉

嫌侵犯自主知識產權貨物757.85萬余件，

同比增長13.20%。

假貨在全球泛濫也有事實依據。阿

裏巴巴平臺治理在線下打假過程中，發

現制售假產業鏈出現“境外生產，境內

銷售”趨勢。例如，2016 年平臺治理

“打假特戰隊”協助警方破獲了壹起假

冒潤滑油案件，該案假冒潤滑油產自馬

來西亞，經班輪運輸至國內各港口，再

通過多種渠道銷往全國。

海關總署方面表示，壹方面，我國

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在不斷增強，

另壹方面，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

中，同樣面臨侵權困擾，海關必須始終

保持在進出境環節打擊侵權假冒的高壓

態勢，維護公平競爭的貿易秩序，服務

和支持企業“走出去”。

與假貨鬥爭，中國從未停止努力
對於國外對我國侵權假冒問題的指

責，商務部曾經回應稱，中方壹直高度

重視知識產權保護，近

年來中國在知識產權保

護方面取得的成效有目

共睹，希望能客觀、公

正、善意地評價中國在

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方

面做出的努力和成效。

其實，在打擊侵權

假冒方面，中國壹直沒有停止努力。自

2015年開始，全國打擊侵權假冒工作領導

小組組織開展了中國制造海外形象維護

“清風”行動，嚴厲打擊進出口領域侵權

假冒違法行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比如，去年質檢總局以輸往非洲、

中東商品為重點，檢驗3.2萬批次，查處

不合格商品1000余批次，涉案貨值0.7

億美元，不合格率明顯下降。海關總署

加強重點航線監控，查獲侵權商品3073

萬件，案值近1.5億元，同時還部署8個

重點口岸開展了出口電動平衡車知識產

權保護專項行動。商務部駐外經商機構

結合中國品牌商品展，大力宣傳“中國

制造”，對詆毀中國產品的現象主動交

涉，維護了良好的國際形象。

不僅是政府部門，如今成為售假焦

點的電商平臺也成為打假主力。目前，

阿裏巴巴已經擁有了壹支中國民間規模

龐大的打假隊——2000多名打假隊員及

5000多名誌願者。在2015年9月至2016

年8月的12個月中，阿裏巴巴關閉了電

商平臺上的3.8億個商品頁面、18萬件違

規店鋪，並協助各地執法部門鏟除了

675家假冒侵權窩點。

業內專家指出，中國應加大對知識

產權保護努力和成效的宣傳，同時，也

應該發揮行業協會和民間貿易機構的作

用，加強與國外有關機構的溝通，增進

了解，消除誤會，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瑞典首相攜豪華商務團訪阿裏巴巴
綜合報導 作為全球

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之

壹，瑞典首相勒文帶著沃

爾沃、宜家、H&M、愛

立信等近 50家瑞典知名

品牌到訪阿裏巴巴。這也

是繼丹麥生蠔、挪威三文

魚在天貓大熱之後，同屬

北歐國家的瑞典派來的最

豪華商務團。

瑞典首相勒文在現場

表示，瑞典被稱為歐盟最

具創新精神的國家，杭州

則被譽為中國最具創造力

的“移動互聯網之城”。

很多瑞典品牌已經通過天

貓得到很好的發展，今天

又將見證幾家瑞典品牌入

駐天貓，希望未來能推動

更多瑞典企業與阿裏巴巴

合作。

根據天貓最新數據顯

示，在進口國排行榜上，

瑞典排在第 14位，位列

北歐五國的第壹位，目前

已入駐天貓的瑞典品牌超

過 80個。其中，沃爾沃

在天貓旗艦店的整車銷量

已近萬臺，日常銷量相當

於線下 20余家門店銷量

總和。

阿裏巴巴集團 CEO

逍遙子回應道，中國正在

進入新壹輪消費升級，中

國擁有 3 億中產消費群

體，等同於美國總人口，

消費應成為推動中國經濟

的新引擎。以天貓為主體

的阿裏零售電商平臺擁有

超過 5 億活躍消費者，

“我們可以充分預判到，

接下來全球品牌會加大在

中國市場投入，並率先實

現數字化轉型，天貓正在

見證這壹巨大商業變革”。

從制造連接到重新定

義零售，如今的天貓在全

渠道、數字營銷、數字分

發、數字供應鏈管理等方

面全方位賦能品牌，成為

全球品牌轉型升級的重要

陣地。

勒文表示，盡管現在

瑞典品牌在天貓的成交體

量還很小，但是通過阿裏

巴巴在跨境物流、支付上

的壹攬子解決方案，未來

的增長潛力巨大。“電商

是瑞典的巨大機會，希望

阿裏巴巴成為兩國之間的

橋梁。”

瑞典商務團的到來，

也印證了全球電商圈內流

傳已久的那句話：世界上

只有兩種品牌，壹種已入

駐天貓，另壹種正在來天

貓的路上。

在勒文的見證下，

匯 聚 眾 多 瑞 典 品 牌 的

KaiMen 旗艦店當天在天

貓上線，Axkid、 babyb-

jorn、 naty、 北 極 狐 、

Blueair等十家瑞典品牌將

陸續上線。

作為此次首相商務團

隨行代表商家之壹，Kai-

Men公司聯合創始人Joha-

nAledal 表示，特意給旗

艦店取了“開門”作為中

文名，意指阿裏巴巴為瑞

典企業打開了通向世界的

大門，他希望借此幫助更

多瑞典品牌尤其中小品牌

通過天貓進入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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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 "China Is Making Efforts To Stop North
Korea, But There Are No Tangible Results Yet.”

South Korea's President Calls On China's Xi       
To Do More On North Korea Nuclear Program

US, South Korea Can Bury The
Trade Barrier Hatchet Thi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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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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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smiles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at the                        
Presidential Blue House in Seoul, South 
Korea June 22, 2017. REUTERS/Kim Hong-Ji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said on Thursday 
China should do more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and he would call on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lift measures against South Korean companies taken in 
retaliation against Seoul's decision to host a U.S. anti-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ahead of his trip to 
Washington next week for a summit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oon said 'strong' sanctions should 
be imposed if North Korea tests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or conducts a sixth nuclear 
test.
“It must be sufficiently strong enough that it would 
prevent North Korea from making any additional 
provocations, and also strong enough that it will make 
North Korea realize that they are going down the 
wrong path,” Moon said.
The comments mark the toughest warning yet by the 
liberal former human rights lawyer, who was elected in 
May after campaigning for a more moderate approach 
to the North and engaging the reclusive country in 
dialogue. As a candidate, he said, sanctions alone have 
failed to impede Pyongyang's defiant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North Korea will acquire the technology to deploy a 
nuclear-tipped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hitting the 
mainland United States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Moon said.

EXERT MORE PRESSURE
"I believe China is making efforts to stop North Korea 
from making additional provocations, yet there are no 

tangible results as of yet," Moon told Reuters at the 
sprawling Blue House presidential compound.
"China is North Korea’s only ally and China is the 
country that provides the most economic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Moon said.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China, sanctions won't be effective at all."

Moon's remarks echoed that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said in a tweet on Tuesday Chinese 
efforts to persuade North Korea to rein in its nuclear 
program have failed. Top U.S. officials pressed China 
on Wednesday to exert mor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level in talk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Washington on Wednesday.
“Maybe President Trump believes that there is more 
room for China to engage North Korea and it seems that 
he is urging China to do more. I can also sympathize 
with that message,” Moon said.
China accounts for 90 percent of world trade with 
North Korea. Diplomats say Beijing has not been 
fully enforc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its 
neighbor, and has resisted tougher measures, such as 
an oil embargo and bans on the North Korean airline 
and guest workers.
Washington has considered imposing "secondary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banks and other firms doing 
business with North Korea.

G20 MEETING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deploy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missil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But the move has angered China, which says the 
system's powerful radar will look deep into its territory 
and undermine regional security. China has pressured 
South Korean businesses via boycotts and bans, such 
as ending Chinese group tours to South Korea and 
closing most of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 Lotte 

Group's Lotte Mart retail stores in China.
Lotte handed over a golf course it owned in southern 
South Korea so the THAAD battery could be installed 
there.
Moon said that while China has never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economic retaliation, many South 
Korean businesses face difficulties in China, and 
he hopes to hold talks with Xi at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Germany next month to address the issue.
"If I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President Xi, I will ask 
for him to lift these measures. This is the agenda that 
we cannot evade," Moon said.

The THAAD missile system.
“If we were to link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ssues to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could lead to 
some hindr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Moon said he wants to sit down with as many world 
leaders as possible in Hamburg -- including Xi,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 where he expects the 
North's nuclear program will top the agenda.

THAAD MYSTERIOUSLY ACCELERATED
Moon, who pledged to review the controversial 
decision to deploy THAAD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and delayed full deployment of the system 
this month to review how the system will affect the 
area's environment,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ensure 
domestic law and regulations are properly enforced.
"But for some reason that I do not know, this entire 
THAAD process was accelerated."
In the first disclosure of the details of the schedule of 
the THAAD deployment agreed by the two countries 
last year, Moon said the original agreement was 
to deploy one launcher by the end of 2017 and the 
remaining five launchers next year.

In a surprise pre-dawn operation, the U.S. military 
moved two launchers into the deployment site in late 
April just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In addition, four 
more launchers had been brought into the country, 
which Moon called “very shocking."

JAPAN'S WARTIME PAST
Japan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in the effort to resolve the 
North Korean crisis but Tokyo's refusal to fully own up 
to its wartime past, its claims to the disputed island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well as its growing 
military spending are concerning, Moon sai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swers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If Japan were to show its strong resolve in looking 
back on its past history and sending a message that 
such actions will never happen again... then I believe 
that this will go a long way in further developing its 
relations with not only Korea but also with many other 
Asian nations," he said.
Moon has said many South Koreans did not accept 
a deal reached by his conservative predecessor and 
Japan's Abe in 2015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Korean 
"comfort women" -- a euphemism for women forced 
to work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s wartime brothels.
"Japan does not make full efforts to resolve issues 
of history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Moon said.
Moon said he has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upcoming 
summit with Trump next week and said the priority the 
two leaders have placed on North Korea has raised the 
possibility the nuclear issue will be resolved.
"I'm very glad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the 
resolu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issue as top of his 
priority list on his foreign affairs agenda."  (Courtesy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korea-
politics)

The first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newly-electe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i-in 
Thursday and Friday offer a key opportunity to blaze 
a new path for U.S./South Korean economic relations.
A month ago, I wrote here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for 
U.S. companies in South Korea given the environment 
of uncertainty following the impeachment and arrest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Park Geun-hye and the arrest 
of Samsung Vice Chairman Lee Jae-yong. Now, 
Presidents Trump and Moon can work toward a 
renewal of our trade relations with a focus on Moon’s 
anti-corruption agenda — including the reining in of 
regulatory abuses against U.S. companies.
One of the key hurdl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rade 
relations will be the aggressive and abusive tactics 
implemented by the Kore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 against U.S. companies — often companies 
that are in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South Korean 
firms — especially in the tech, pharmaceutical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2017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released by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notes: “[A] number of U.S 
firms have raised the concern that the KFTC has 
targeted foreign companies with more aggressive 
enforcement efforts, and that KFTC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have inhibited their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during KFTC proceedings.”

The accusations leveled 
by U.S. firms would bring 
into question whether South 
Korea has played by the 
rules, per the U.S. Korean 
Fair Trade Agreement 
(KORUS), which stipulates 
that South Korean and 
United States companies 
should not be treated in a 
differing or preferential 
manner. President Trump 
and U.S. officials must raise 
these issues with President 
Moon to ensure U.S. 
companies are afforded the 
due process rights outlined 
in KORUS — something 
that has not always been 
done in the past.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Chairman Orrin Hatch 

(R-Utah) has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on where to begin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KORUS.
In a letter to the South Korean ambassador last year, 
Sen. Hatch wrote, “I believe that the agreement overall 
has been a success. However, implementation of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agreement has fallen short in 
several areas, resulting in limited benefits to U.S. firms 
seeking to benefit from the agreement and to expand 
their economic partnerships with Korean firms.”  
Sen. Hatch also noted that KFTC’s caseload “appears 
to have shown a concerted effort to prioritize antitrust 

investigations against 
U.S companies.”
Under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nd 
others prior to that, 
the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class of 
South Korea had set 
out in pursuit of a 
mercantilist economy, which uses its legal system to 
clamp down on U.S. companies to protect its own. 
Yet, their own ambitions have now allowed for serious 
reforms to occur in South Korea and hopefully an end 
to, if not rollback, of this mercantile system.
A market is healthy when there is fair and open trade 
among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companies from each country wi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KORUS and other 
economic agreements are enforced properly and the 
mercantilist path set out by previous governments is 
abandoned. 
When Donald Trump campaigned for the presidency, 
he promised to put America first and ensure our trade 
deals were fairly and justly enforced. This week, he 
will have a chance to keep that promise. The United 
States can’t afford to fall victim to cronyism and 
mercantilist collusion between foreign companie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To do so could harm innovatio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free and fair trade.
President Moon has indicated a sincere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reforms of Korea’s government 
regulators and to put an end to corruption and the 
cozy relationships that often dictate economic policy. 
President Trump should en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roactive and assertive partner in this endeavor 
moving forward.  (Courtesy www.thehill/blogs)

Message from the Korean Embassy

On May 8, 2017, Koreans went 
to the polls and elected a new 
president, Moon Jae-i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Korea. 
President Moon took office on 
May 10 and will make his first 
official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eek. President Moon will 
speak with President Trump about 

pressing issues of 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s (KORUS FTA) five years of 
success. The Embassy staff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President Moon to Washington, D.C. on his first state 
visit.

Korea-U.S.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ghlighted in June

June has been an exciting month for Korean businesses 
looking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 Korean 
products, or import U.S. products to the Korean 
market. This month the Korean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KITA) and the 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KOTRA) hosted events that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a strong bilateral 
Korea- U.S. trade relationship. Last week was also 
the 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 which convened 
over 2,500 participants from more than 70 markets and 
52 U.S. states and territories. During the SelectUSA 
summit, KOTRA hosted an Investment Forum that 
included one-on-one meetings between Korean 
business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s of 
several states to discuss potential partnerships and 
ventures. (Read more about these important events on 
the Seoul Source Blog.)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center, 
arrives to meet with Senate leadership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Thursday, June 
29, 2017. (Phot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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