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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开天

内容介绍：传说很早以前，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世界上什么

生物也没有。盘古在这片混沌的天地间孕育了 18000年后，醒了过来。他将

天地劈开，变成了两部分，头顶的叫天，脚下的叫地。盘古施展神功，一直将

天变得很高很高，天地之间的距离变得足够大。后来盘古实在太累了，就躺

到地上死去了。盘古临死前，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的云雾;声

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皎洁的月亮，头发变成颗颗

星星，鲜血变成江河湖海，肌肉变成千里沃野，骨骼变成树木花草，筋脉变

成了道路，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精髓变成明亮的珍珠，汗水变成雨露，盘

古倒下时，他的头和四肢变成了五座大山。

故事寓意：鼓励人们要有强大的力量，来为自己和别人带来光明。

推荐理由：读这个故事，宝宝可能会对人类以及万物的起源有一个新

的神话式的了解。能够培养宝宝无限的想象力。

精卫填海

内容介绍：炎帝有一个小女儿，叫女娃。女娃十分乖巧，黄帝见了她，也都忍

不住夸奖她，炎帝视女娃为掌上明珠。可是又一次女娃去东海却不小心掉进水里

淹死了。她死后变成了一只鸟，叫“精卫”。精卫痛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

的生命，她要报仇雪恨。因此，她一刻不停地从她住的发鸠山上衔了一粒小石子，

展翅高飞，一直飞到东海。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翔阒，悲鸣着，把石子树枝投

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嘲笑她：“小鸟儿，算了吧，你这工作就

干一百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精卫十分执著，在高空答复大海：“哪怕是干上一

千万年，一万万年，干到宇宙的尽头，世界的末日，我终将把你填平的!”轮到大海

不解了：“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因为你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你将来还会夺去

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我要永无休止地干下去，总有一天会把你填成平地。”

故事寓意：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善良的愿望，宏伟的志向，受到人们的尊

敬。

推荐理由：读这个故事，不仅仅可以了解精卫的事迹，还可以学习她锲而不

舍的精神，相信只要努力与坚持，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美丽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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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脊椎和肩關節的疾病與復健」

(本報訊)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
週。8月12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僑教中心
108室辦理。本會為方便長輩會員、可以請親友帶
照片來換證。或郵寄換證地址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請附寄上支票乙張、
會員號碼、中英文名字及電話號碼和貼有郵票的回
郵信封。如有疑問請電 (713)784-9049查詢。

II. 本年第三季度7、8、9月慶生會謹定於9月2
日(星期六) 下午1:3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屆時
有精彩歌唱、舞蹈節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
助興。入場劵分有三種: 壽星劵(含免費餐盒帶回家)
、自費餐盒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節目觀賞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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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請於8
月29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到
僑教中心102室營養午餐部向徐先生登記領取或購
買餐券。

III. iPad 和 iPhone 第四級,課程以 WeChat 為主
，需要有初級班基礎。將於8月2日至9月1日開班
。初級基礎班將於 9月12日至10月13日開班。共
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9:30至 11:30上課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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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19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8
月2日星期三開始接受報名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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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
下：

上午8:30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下午5:00
回到僑教中心。

上午Neches河之旅。在生態多樣化的Neches河
上悠閒地遊覽。Neches在東德州被稱為“最後的野
河”。在一個舒適的船上，放鬆身心,而導遊將會介
紹這獨特的生態系統和茂密的森林的硬木和松樹展
示這條美麗的河流的歷史。Neches擁有200多種樹
，47種哺乳動物，300種鳥類和許多爬行動物和兩
棲動物。

中午，中式自助餐。下午參觀建於100多年前
的聖安東尼教堂，是美國西南部最輝煌的禮拜場所
之一。 2006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將教會升格為大大
教堂（cathedral basilica）的榮譽稱號，承認該遺址
的歷史，藝術和宗教意義。

休休 士士 頓頓 中中 華華 老老 人人 服服 務務 協會年協會年88月份會員通告月份會員通告

(本報訊)日期: 2017 年 7 月 30 日(
星期日)

時 間: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二 時 (10:
00AM-12:00PM)

主題: 脊椎和肩關節的疾病與復健
主講人: 林琬真復健物理治療師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 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復健物理治療是一門處理因疾病或

傷害所帶來的動作問題的醫療專業;針
對人體局部或全身性的功能障礙或病變
,及其造成的身體不適和病痛,給予適當
的運動療程,使儘可能地恢復其原有的
生理功能,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

物理治療師首先會對患者或服務對

象作總體性動作機能評估,並依據評估
後的結果,設計並施行適合病患的循序
漸進運動療程,以減輕其症狀的質和量
為目標,並同時提供相關的復健教育,防
止症狀復發或惡化。常見的治療方式包
括,徒手治療、關節鬆動術、物理因子
治療及其他的物理治療方法。

脊椎和肩關節是身體肌肉骨骼系統
中很重要的部位,也是復健科門診中最
常見的問題。為何這兩部位容易受傷?
兩者之間有否有所關連?受傷之後如何
復健?慈濟德州分會的健康講座很榮幸
地邀請到林琬真物理治療師為大家介紹
脊椎與肩的解剖生理基本常識,疾病受
傷的原因及復健的方法,並幫助大家了
解及預防這兩方面的問題。

TAIWAN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SOUTHERN REGION
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phone 713-981-8966
fax 713-981-9008 www.tzuchi.org

林琬真治療師,台大復健醫學系畢
業,于 1980 移民來美,在 2 個月後考取了
德州物理治療師執照並在醫院診所工作
。曾任:休士頓西區診所,Angleton Hos-
pital,和 Doctors on Wilcrest 物理治療主
任。從 1998 年開始自己開業,前後已有
43 年的臨床經驗。林治療師經常參與
社區健康活動,她的熱心與醫術大家都
不陌生。

為我們自己的健康把關,請大家記
得參與慈濟德州分會七月三十日(星期
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的 「脊椎和肩關
節的疾病與復健」健康講座。

77月月1515日海上鑽機博物館一日遊團體照日海上鑽機博物館一日遊團體照

小綠綠的下午茶小綠綠的下午茶小綠綠的下午茶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與你有約～ 
 

“下午茶之約”包括甜品 奶油泡芙 及 冰淇淋 教學及品

嚐。擔任教學的老師以業餘之姿展現出專業的水準，令人

拭目以待！ 

 

 游慧光  | 台北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 
游慧光組長的甜品手藝由來已久，聲名遠播。從台灣任教職起就經常

請學生親友享用。她有高度興趣和精湛技巧，甜品備受好評。 

 
 趙善昌  |“台灣傳奇”龍舟隊隊長 

趙善昌是擅於廚藝的型男。所製作的冰淇淋是採用不同香料精心搭配

調製，風味獨特，口碑甚佳。  

時間：8/12下午二時至四時｜地點：2500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80  

**每人10元，座位有限，僅有廿五個名額** 

報名請洽 楊嘉玲 713-340-8115 / 鄧曉林 832-814-8194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親屬移民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 (Family Based Immigration)
親屬移民是指通過血緣關係或婚

姻關係申請綠卡的移民程序。
有的親屬移民是沒有名額限制的

，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1. 美國公民USC的配偶；
2. 美國公民USC的父母；
3. 美國公民 USC 的 21 歲以下的

未婚子女。
有的親屬關係是不能申請親屬移

民的,主要有以下幾類：
綠卡持有人不能為父母申請綠卡

。但是可以申請父母的探親簽證。
叔叔、伯伯、姨媽、姑姑等關係

不能直接申請親屬移民。但公民申請
兄弟姐妹時,公民兄弟姐妹的孩子如果
在排期到的時候不滿 21 歲且未婚,則
可以與父母同時移民。

表兄弟姐妹等關係不能直接申請
親屬移民。

每個月中上旬美國國務院(De-
partment of State)都公佈最新的親屬移
民和職業移民的排期情況(VisaBulletin)
。 http://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
english/law-and-policy/bulletin.html需
要排期的親屬移民分為四類優先，每
年大約一共有226，000個名額。第一
優先大約有 23，400 個名額，是指美
國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21歲以上）
；第二優先大約有114，200個名額，
分為第二 A 優先和第二 B 優先。二 A
優先是指美國綠卡持有人的配偶及21
歲以下未婚子女；二B優先是指美國
綠卡持有人的21歲以上未婚子女。第
三優先大約有 23，400 個名額，是指
美國公民的21歲以上已婚子女；第四
優先大約有 65，000 個名額，是指美
國公民的兄弟姐妹。

親屬移民的申請步驟視優先的不
同及受益人是否在美國而有所不同。
如果受益人身在美國，不需要排期的
親屬移民可以直接在當地移民局申請
I-130，受益人也可以同時遞交轉為
綠卡身份的 I-485 申請，而其它優先
的親屬移民必須先向移民局遞交移民
申請，等到排期以後，受益人才能向
當地移民局遞交轉為綠卡身份的申請
。請注意，在排期排到之前受益人一
定要保持其合法身份。否則，即使排
期排到，也將無法在美國境內轉換為
綠卡身份。如果受益人身在國外，所
有的親屬移民必須先向移民局遞交

I-130 移民申請。其移民申請被批准
後，案子會轉到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
家簽證中心，而後轉到相應的美領館
，完成移民簽證的手續後，入境即可
取得綠卡。另外，美國公民還可以申
請未婚妻/夫簽證，來美後完婚再申
請綠卡。

親屬移民的類別是可以轉換的。
比如在等待排期的過程中，如果綠卡
持有人加入了美國國籍，第二A優先
的申請將轉換為無排期,等待綠卡的時
間就會縮短許多。而如果美國公民的
成年未婚子女結婚了，就會從第一優
先變為第三優先，等待綠卡的時間將
會更加漫長。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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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
美國公民；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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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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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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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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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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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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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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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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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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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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六）欣逢佛光山退居和
尚心定和尚法駕休士頓，佛光山中
美寺特別禮請定和尚主持甘露灌頂

三皈五戒典禮及佛學講座。下午2點
佛學講座（講題;行為決定自己的一
切）。下午3點半三皈五戒典禮。皈

依三寶是信佛、學佛的基礎，而受
持五戒，奉行十善，是一切戒的根
本。藉由受持三皈五戒，得三寶的

加持，淨化身心
，認識自我的清
淨本性，找回生
命的價值。歡迎
大衆珍惜因緣，
報名參加，同霑
法益。

典 禮 日 期 ︰
2017/8/12 ( 星 期
六) Refuge Date:
Aug 12, 2017

(Sat) 2:00pm
三皈五戒講習：2017/8/6 (星期日)
Refuge Date: Aug 5, 2017 (Sun) 2:
00pm
五戒報名截止日期：2017/8/5(星期
六) 截止

另外在 8/12 -13 日兩天一夜舉
辦“三好兒童夏令營”。讓兒童學
習三好，透過學習三好、四給，認
識生命的美好，培養尊重自己與他
人，建立慈悲、樂觀、進取、健全
的人生觀，擁有包容宇宙萬物的胸
懷。人生的成就，除了學習世間知
識，更重要的是提升良好品德。佛

光山中美寺每星期日早上10:30am 有
佛光三好兒童班。5-12嵗的兒童歡
迎報名參加。
日期︰ 8/12-8/13/2017 (星期六、
日)
報名費用$100：6/30/2017(前報名，
優惠費)
地點：佛光山中美寺 Chung Mei
Buddhist Temple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Tel：281-495-3100 傳真Fax

：281-495-6622

講題：人類善意的剖析
毛志江醫師對人類善意的應用和錯用將有精僻的分析。並將以動物界和人類的例

子加以佐證。歡迎大家來分享毛醫師在這方面的心得。
毛志江醫師於1981年畢業於休士頓德州大學醫學中心(UTMSH)。已有 36 年的行醫

經驗。著名的家庭和內科醫師。毛醫師是 Memorial Hermann Greater Heights Hospital,
Memorial Hermann South west Hospital and St. Joseph Medical Center的特約醫師。

美國龍河公司 (Dragon Bayou Inc.)和休士
頓太空中心特別在暑假期間安排一個難得的
親子同遊NASA太空中心並與前亞裔宇航員焦
立中博士 (Dr. Leroy CHIAO)共進午餐的機會
。 焦博士曾以每小時 17500 英里的速度飛行
過外太空四次。八月四日他將親臨休士頓太
空中心，講述在外太空冒險的經歷。

除了聆聽特別的飛越外太空經驗，參加
者還有機會享用太空中心特別製作的美味西
式午餐。

漫長的暑假何處去？這個老少皆宜的一
日遊，深具意義且機會難得，歡迎大人與小
孩都能踴躍加入NASA一日遊，行程費用：
成人：$99/每人(12歲以上） 兒童：$69/每
人(4-11歲)
內容包含：

1.太空中心入場券 2.西式午餐 3.與宇航
員會面交流
4.贈送宇航員個人照片 5.參與焦博士答問會

日 期：2017年8月4日 (星期五)
時 間:上午 8:30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CC)集合
並作出發前簡介 9:00由CCC出發 下午5:

30回到CCC
報名請洽：Billy Kung ,Shu Mak，或將姓

名,年齡,住址,電話號碼
Email至shumak1@sbcglobal.net

電 話：713-503-6948
報名截止：7月19日
支票請寄：Dragon Bayou Inc. 5030 Indi-

go St., Houston, TX 77096

休士頓太空中心一日遊休士頓太空中心一日遊
與宇航員焦立中博士共進午餐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德州觀音堂將
於明天（ 7 月 23 日 ） 上午十時半起舉行心
靈文化交流會，誠邀您和家人參加。活動的
內容包括：
‧ 免費美味素食品嚐
‧ 盧軍宏台長視頻分享與介紹

‧ 佛學知識講座
‧ 免費佛學書籍、DVD 結緣
‧ 贈送菩薩加持的吉祥米- 送完為止

觀音堂文化中心的地址：
10161 Harwin Dr.Houston TX 77036 edit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88 月月 1212 日舉辦三皈五戒典禮及佛學講座日舉辦三皈五戒典禮及佛學講座
並將於8 月12 日起舉辦兩天一夜＂三好兒童夏令營＂夜＂三好兒童夏令營＂

德州觀音堂心靈文化交流會德州觀音堂心靈文化交流會
明天明天77 月月2323 日舉行日舉行，，誠邀您和家人參加誠邀您和家人參加

主 講 者 : 毛志江醫師
時 間 : 2017年7月30日, 星期日

下午2:00至下午 4:00
地 點 :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僑教中心一樓展覽廳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講座連絡電話 :李兆瓊(832)-724-7556、洪良冰(832)-818-6688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培靈會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培靈會

國泰銀行布萊諾分行開幕慶典盛大舉行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中華本草》記載：食用花粉可快速改善疲勞、便秘、四肢

酸痛，恢復體力，並能抑製粉刺、營養肌膚、美容養顏。大量研
究證明，蜂花粉對三高、血管隱患、前列腺炎癥和放化療等有良
好效果，配合綠蜂膠食用，可互相激發對方潛在功效，令療效加
倍提升。過去蜂花粉經常被用來作為女性保養的美容品，然而，
你可知道，蜂花粉強大功效不僅僅只有美容養顏而已。蜂花粉的
獨特之處在於它既是輔助增效的“催化劑”，又有針對性的保健
範圍。作為蜂產品中的雙子星，綠蜂膠和蜂花粉以卓越功效成為
保持健康、延年益壽的“黃金搭檔”。

蜂花粉不可不知的九大功效
1、延緩衰老的美容聖品：蜂花粉屬營養性美容食品，其VE

、SOD、硒等成分能滋潤營養肌膚，有助抑制青春痘；肌醇可保
持頭髮烏黑亮麗。內服調節人體營養平衡；外用通過皮膚吸收營
養，達到表裏兼顧的美容效果。蜂花粉中的卵磷脂還可促進脂肪
代謝。

2、有效調節血脂、血糖和血壓，降低血管隱患：蜂花粉有
多種黃酮、煙酸等成分，能調節血脂，清除血管壁上脂肪的沈積
，也有協同降糖效果，從而軟化血管，增強血管通透性。

3、強化免疫系統：蜂花粉能調節機體，平衡營養，保持旺
盛生命力，增強血清免疫球蛋白，啟動巨噬細胞，提高免疫力，
抑制病變基因，提高心臟工作能力、增強耐力和骨骼肌的力量

4、前列腺問題的剋星：日本實驗證明用蜂花粉輔助調理慢
性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有很高的效率。蜂花粉對前列腺增生的
作用在於它可以調節體內性激素的平衡，在激素的受體水平上發
揮類雌激素、抗雄激素的作用，抑制二氫睾丸酮的生物效應，使
增生的腺體逆轉近似正常，並能調節泌尿系平滑肌張力的功能。

5、改善腸胃功能，調理便秘：蜂花粉能使腸道蠕動增加及

增加回、結腸之張力而促進排便。對胃口不佳、消
化吸收能力差、消瘦病人，以及慢性胃炎、胃腸損
傷等胃腸功能紊亂者有明顯效果，服用後增加食慾
、促進吸收，增強消化系統功能，這與蜂花粉含有
抗菌物質、多種維生素等生物活性物質，以及改善
及修復消化道的功能有關。蜂

6、調節神經系統，抗疲勞、促睡眠。蜂花粉
有多種不飽和脂肪酸、磷等微量元素及其他營養物
質，對神經系統有滋養和提高的功能，是腦力疲勞
的恢復劑。蜂花粉還具能促進睡眠。臨睡前服用蜂
花粉，可以提高睡眠的質量，睡得深、睡得甜。

7、益智健腦，改善記憶。蜂花粉可促進青少
年神經系統發育，對老年人記憶力亦有顯著改善作
用。法國蜂花粉學家卡亞認為，花粉有助於清晰頭
腦、開拓思路、理解問題。服用蜂花粉後，疲勞遲
鈍的頭腦能恢復清醒和靈活，這是咖啡和煙草無法
辦到的。

8、對貧血效果顯著。蜂花粉含有豐富的造血
元素鐵、銅和鈷。鐵是合成血紅素、血紅蛋白、細
胞色素等的原料；銅參與血紅蛋白的合成及某些氧
化酶的合成和啟動，這些氧化酶是紅細胞和血紅素合成過程的催
化劑，另外，銅還能幫助鐵進入血紅蛋白。 。

9、駐顏美容：女皇武則天和慈溪太后因常食花粉，年過八
旬尚顏面紅光，仍能精神飽滿地料理朝政。蜂花粉能調節人體內
分泌、平衡人體機能，從根本上啟動表皮細胞，增強皮膚新陳代
謝，淡化色斑、皺紋，使皮膚柔滑細嫩，富有光澤。

加拿大天然品NPN#80033597·GMP Site License#300909·美

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登記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巴西野花蜂業北美亞太區總代理加

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

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將於八月第一主日歡慶設教36週年舉
辦培靈會。

邀請冬聰凜牧師自8月4日至8月6日（星期五－星期日）三天共四
個講題，歡迎大家來參予這聖宴。

8月4日（星期五）
第一講：基督徒生命開始－洗禮 7:30PM - 9:00PM
8月5日（星期六）
第二講：基督徒生命力量－聖經 9:20AM - 10:50AM
第三講：基督徒生命豐盛－聖餐 11:00AM - 12:10PM
中餐休息 12:10PM - 1:30PM
第四講：基督徒生命成長－祈禱 1:30PM - 2:40PM
8月6日（星期日）
主日崇拜 上午10:00AM - 11:30AM
冬聰凜牧師簡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階紀念教會牧師退休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眼
光電視台董事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董事長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地

址：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776-2771。

美國當地時間7月17日，國泰銀行布萊諾分行因喬遷新址，
而舉行盛大的開幕典禮，現場80餘來賓及商業區行人共同見證
精彩的時刻！

儀式上，主持人黃俊先生、劉金紅女士首先向來賓介紹:國
泰銀行首席執行長兼總裁戴斌先生、國泰銀行執行副總裁兼首席
零售業務行政總監曾翁若梅女士、布萊諾市議員Tom Harrison、

Rick Smith、Anthony、國泰銀行布萊諾分行經理龔文澗女士
及管理團隊。
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美中商會董事會主席顧天鵬與Karen

Kong 夫婦，達福臺灣商會會長李庭槐、美中商會會長李荊、
北德州科林郡台商會會長楊惠清、ACP 代表方靜慧、達拉斯
華人活動中心理事長雷筱鳳，德州溫州商會會長劉健，達拉
斯湖南同鄉會會長王海鶯，德州廣東會館會長Tam與Willson
夫婦、企業代表、洪拳舞獅隊及媒體代表受邀參加慶典。
國泰銀行首席執行長兼總裁戴斌先生發表祝賀講話，他感謝

當地政府、社會各界對國泰銀行的支持，肯定布萊諾分行管
理團隊的努力，自1962年成立以來，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
在美國設有58家銀行和三個海辦事處,正值55周年慶之際,作
為德州僅有的兩家銀行之一的布萊諾分行，舉行新址的開幕
慶典，我們希望更好地為當地民衆提供金融服務，并預祝布
萊諾分行的開幕慶典圓滿成功。
隨後邀請布萊諾市議員：Tom Harrison、Rick Smith、An-

thony 先後發表講話，三位議員對國泰銀行在布萊諾地區的發展
、對民衆的服務表示大力的贊許和支持!

在國泰銀行首席執行長兼總裁戴斌先生的主持下，進行獅子
點睛和剪彩儀式，當十位嘉賓同時剪開象徵著“衆志成城”的紅
絲帶，一時間禮炮齊鳴、彩球升空、祥獅起舞，使開幕慶典達到
高潮。

國泰銀行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零售業務行政總監曾翁若梅女士
表示：“我們對布萊諾的前景一直充滿信心，并在十多年前看出
了布萊諾的潛力。2006年我們在這裏成立貸款部，并在次年應本
地需求擴展成全功能的分行，如今服務超過十年。今天，我們策
略性搬移至這個更加靠近我們顧客的地點，讓我們以更有優質的
設備及環境服務本地居民及企業。”

援引國泰銀行的消息：該銀行成立於1962年，總部在洛杉
磯，也是南加州第一家華裔銀行，銀行的座右銘是：“為所有顧
客敞開大門”。現在，國泰銀行是上市公司國泰萬通金控公司
（那斯達克代碼：CATY）全資控股的子公司，截至2016年12
月31日總資產達$145億美元。國泰銀行具有多年歷史和經驗，
致力為廣大的個人和商業用戶提供各種“個人銀行服務、商業銀
行服務、外匯產品及服務、投資服務”等金融服務。

布萊諾分行的專業團隊為顧客提供全面的零售及商業銀行服
務，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四：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6時；星期六：上午9: 30時至下午1:30時。從即
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布萊諾分行推出開幕期間定存及企業
財務優惠。歡迎致電：（972）618-2000.

國泰銀行布萊諾分行地點：2001 Coit Road #160，Plano,TX,
75075

網址：https://www.cathaybank.com/

剪彩嘉賓和主持人合影剪彩嘉賓和主持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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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翔醫生被母校聘為客座教授陶翔醫生被母校聘為客座教授

陶翔醫生專欄

什麼是痛風什麼是痛風
痛風又稱“高尿酸血症”，嘌呤

代謝障礙，屬於關節炎一種。痛風是
人體內嘌呤的物質的新陳代謝發生紊

亂，尿酸的合成增加或排出減少，造
成高尿酸血症，血尿酸濃度過高時，
尿酸以鈉鹽的形式沉積在關節、軟骨

和腎臟中，引起組織異物炎性反應，
即痛風。痛風多發人體各部位，關節
劇烈疼痛，痛不欲生的“痛”，很快

1-7天痛像“風”一樣吹過去
了，所以叫“痛風”。 40+
男性多發（95%），女性一般
在絕經後常見，因為雌激素
對尿酸的形成有抑製作用；
但是在更年期後會增加發作
比率。第一次痛風後一般會
有 1-2 年的間歇期，也有 10
年間歇期（5%），期間需積
極治療，預防痛風石的形成
。

痛風的臨床表現分三種。 1
，急性發作期的痛風病症狀
：發作時間通常是下半夜。
該階段的痛風症狀表現為腳
踝關節或腳指，手臂、手指
關節處疼痛、腫脹、發紅，
伴有劇烈疼痛,2，間歇期的痛
風病症狀：該階段的痛風症
狀主要表現是血尿酸濃度偏

高。所謂的間歇期是指痛
風兩次發病的間隔期，一
般為幾個月至一年,3，慢性
期的痛風病症狀：該階段
的痛風症狀主要表現是存
在痛風石，慢性關節炎、
尿酸結石和痛風性腎炎及
並發症。此時痛風頻繁發
作，身體部位開始出現痛
風石，隨著時間的延長痛風石逐步變
大。痛風可以由飲食，天氣變化如溫
度氣壓突變，外傷等多方面引發。

飲酒容易引發痛風，因為酒精在肝
組織代謝時，大量吸收水份，使血濃
度加強，使得原來已經接近飽和的尿
酸，加速進入軟組織形成結晶，導致
身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敏感）而造
成炎症，痛風古稱“王者之疾”，因
此症好發在達官貴人的身上，如元世
祖忽必烈晚年就因飲酒過量而飽受痛
風之苦。
痛風的治療方法主要是控制尿酸和控
制炎症的症狀。根據痛風的輕重，尿

酸水平的高低， 治療手段也不一樣。
這些治療手段包括控制體重，減少嘌
呤食物的攝入，減低尿酸的藥物和抗
炎的藥物使用，以及關節腔內消炎藥
的注射。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 址 ：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
樓內)
電話：713-541-1112
診療時間：9:00Am----5:00PM(週一
至週五)

兒童濕疹兒童濕疹

為什麼說為什麼說，，皮膚病的治療要從皮膚病的治療要從““洗澡洗澡””開始開始？（？（33））
（接上期）洗澡，就是清潔皮膚。
有了皮膚病，患者通常的做法是：將皮膚

病藥膏在皮膚患處直接塗抹。由於皮膚病的種
類繁多，病因又很複雜，直接塗抹患處的做法

對少數或症狀輕微的皮膚病會
有效果。但對大多數、尤其是
嚴重的皮膚病，往往收效不明
顯。給患者造成錯覺，誤以為
又是藥不好。目前市場上效果
好的皮膚病藥極少，大部分患
者心目中已經不相信有好藥了
。如果一個好的皮膚病藥出現
，沒有得到正確的使用，造成
效果不好，讓患者失望而放棄
治療，有可能放棄的是患者一
生唯一的一次治癒機會。

案例：我叫王美，有一個五
歲的寶寶。自從我生下寶寶三
個月至今，五年來寶寶一直患
有嚴重的濕疹。為了治好孩子
的病，我找遍了名醫，用遍了
名藥。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

而每況愈下，從頭到腳沒有一塊好皮膚。我已
經對孩子的濕疹治療絕望了。三個月前在報紙
上看到了治療濕疹的《劍牌》皮膚病霜。雖然
不太相信，但是看著孩子每天在痛苦的抓撓中
生活，作母親的怎能忍住不再為孩子試一試的
欲望呢？所以又給孩子買了一盒。第一次給孩
子塗抹，孩子的瘙癢就好了一些，但是，沒有
像廣告上說的那麼好。於是致電廣告商家，結
果才知道是使用方法不當所至。之後根據正確
的方法再次塗抹，效果明顯好轉。兩個星期後
，孩子的皮膚光滑如新，說明藥的塗抹方法真
的很重要。這裏我將正確的塗抹方法與大家分
享如下：

皮膚病，由於常期抓撓和滲液，常常患處
覆蓋著一層硬痂。用藥時，硬痂阻滯了藥物的
滲透。為了減少和軟化硬痂，洗澡是最有效的
方法。洗澡時，水溫不易過熱，身體能夠感到
出汗即可。出汗的感覺非常重要，熱水可以軟
化硬痂。清洗過程中儘量搓洗患處的硬痂和爛
皮膚，使其減少，為上藥作準備。出汗的感覺

是為了讓汗毛孔擴張，使藥膏在皮膚上有良好
的滲透性。如果不用熱水洗澡就直接塗抹藥膏
，皮膚病輕微的可以，皮膚病嚴重的就會有藥
力滲透不夠而影響療效的後果，造成患者認為
此藥不夠好的說法。患者洗完熱水澡，擦幹身
上的水汽，這時汗毛孔都是張開的，藥物吸收
最好。抹藥時，均勻塗抹患處，反復按摩幾次
就行了。然後將保濕露塗抹患處及全身，將患
處及全身的皮膚用保濕露蓋住，使其隔絕外界
細菌源，只等藥物在患處起作用。

只要每一個病人都能按照此方法做到這一
點，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好藥一定會有好報！
《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心中的好藥！（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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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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女士所示範的包括林秀英女士所示範的包括：： 食用酵素食用酵素、、環保環保
酵素酵素、、和康普茶和康普茶。。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當天出席風雅集講座的人士十分踴躍當天出席風雅集講座的人士十分踴躍。。

在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在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77月月1515
日的酵素工作坊日的酵素工作坊，，林秀英女士林秀英女士（（
立者立者）） 親手示範如何製作三種酵親手示範如何製作三種酵
素素。。

酵素工作坊現場酵素工作坊現場，，出席的觀眾讓僑教中心展覽室座無虛席出席的觀眾讓僑教中心展覽室座無虛席，，全全
場為之客滿場為之客滿。。

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酵素工作坊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酵素工作坊

總領館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總領館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
「「健在證明健在證明 」」

因為事關中國國內給予的因為事關中國國內給予的 「「 養老金養老金 」」 的發放的發放
，，上周末前往中國人活動中心辦證者上周末前往中國人活動中心辦證者，，短短三短短三
個小時個小時，，多達七十多人多達七十多人。。

辦證現場辦證現場，，工作人員採工作人員採 「「 便捷便捷，，高效高效」」 原則原則，，手續手續
簡短簡短、、有效有效，，辦證民眾皆有同感辦證民眾皆有同感。。

總領館新到任的王昱副總領事總領館新到任的王昱副總領事
（（ 左左 ）） 也蒞臨現場也蒞臨現場，，與中國人與中國人
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右右 ）） 在現場接受記者訪問在現場接受記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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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牽手千手牽手、、愛灑美南愛灑美南」」 20172017 年年 99 月月1616、、1717日日
在哈比劇院在哈比劇院(Hobby Center)(Hobby Center)隆重舉行慈濟愛心音樂會隆重舉行慈濟愛心音樂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攝攝

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曾維真師姊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曾維真師姊、、RogerRoger林林
師兄負責師兄負責 99 月月1616、、1717日入場券及座位安排日入場券及座位安排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表示慈濟愛心音樂會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表示慈濟愛心音樂會
是有意義的文化活動是有意義的文化活動

慈濟基金會美國慈濟基金會美國
德州分會執行長德州分會執行長
黃濟恩認為近年黃濟恩認為近年
來頻傳的天災人來頻傳的天災人
禍禍、、籌募善款隆籌募善款隆
重重 上演上演 「「千手牽千手牽
手手、、愛灑美南愛灑美南」」
慈善音樂會慈善音樂會

慈濟志工曾維真師姊等為台商會慈濟志工曾維真師姊等為台商會 AfterAfter
HourHour辦理報到服務辦理報到服務

台商會陳志宏會長認為音樂會的演出將表現出台商會陳志宏會長認為音樂會的演出將表現出
慈濟大愛的精神慈濟大愛的精神

台商會台商會 8080 多位會多位會
員們員們77月月2020日在慈日在慈
濟靜思堂舉辦濟靜思堂舉辦 AfAf--
ter Hourter Hour 活動活動、、並並
贊 助 即 將 於贊 助 即 將 於 20172017
年年 99 月月 1616、、1717 日日
舉行舉行 「「千手牽手千手牽手、、
愛灑美南愛灑美南」」 慈濟愛慈濟愛
心音樂會心音樂會

慈 濟 基慈 濟 基
金 會 美金 會 美
國 德 州國 德 州
分 會 師分 會 師
姊 們 以姊 們 以
精 美 素精 美 素
食 招 待食 招 待
與 會 佳與 會 佳
賓賓

台商會副會長周政賢當場宣佈理事們認購台商會副會長周政賢當場宣佈理事們認購 3030 張張
100100元入場券元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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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napshot of the world today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Assistant Field Office Director Jorge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Assistant Field Office Director Jorge
Field (R),Field (R), 5353, and Field Office Director David Marin arrest a man in San Clemente, Califor, and Field Office Director David Marin arrest a man in San Clemente, Califor--
nia, U.S., Maynia, U.S., May 1111,, 20172017. REUTERS/Lucy Nicholson/File Photo. REUTERS/Lucy Nicholson/File Photo

Former Brazilian presidents Luiz InacioFormer Brazilian presidents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and Dilma Rousseff atLula da Silva and Dilma Rousseff at--
tend the funeral of Marco Aurelio Gartend the funeral of Marco Aurelio Gar--
cia, former Foreign Policy Advisor tocia, former Foreign Policy Advisor to
the governments of Lula and Rousseff,the governments of Lula and Rousseff,
in Sao Paulo, Brazil Julyin Sao Paulo, Brazil July 2121,, 20172017. RE. RE--
UTERS/Leonardo BenassattoUTERS/Leonardo Benassat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eets with survivors and family members from the USS Arizona in the Oval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eets with survivors and family members from the USS Arizona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July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July 2121,, 20172017. REUTERS/Carlos Barria. REUTERS/Carlos Barria

A Taiwanese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IDF) (below) monitors a Chinese Xian H-A Taiwanese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IDF) (below) monitors a Chinese Xian H-66 bomber near Taibomber near Tai--
wan's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Julywan's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July 2020,, 20172017

Hemingway Look-Alike Contest semi-finalists acknowledgeHemingway Look-Alike Contest semi-finalists acknowledge
the audience at Sloppy Joe's Bar in Key Westthe audience at Sloppy Joe's Bar in Key West

Donkeys wearing masks depicting Kenya's President Uhuru KeDonkeys wearing masks depicting Kenya's President Uhuru Ke--
nyatta stand during a Jubilee Party election rally in Nairobi, Kenyatta stand during a Jubilee Party election rally in Nairobi, Ke--
nya. Julynya. July 2121,, 20172017. REUTERS/Baz Ratner. REUTERS/Baz Ratner

Syrian medical staff take part in a training exercise toSyrian medical staff take part in a training exercise to
learn how to treat victims of chemical weapons atlearn how to treat victims of chemical weapons at--
tacks, in a course organized by the WHO in Gazianteptacks, in a course organized by the WHO in Gaziantep

Belgium's QueenBelgium's Queen
Mathilde attendsMathilde attends
the traditional milithe traditional mili--
tary parade in fronttary parade in front
of the Royal Palof the Royal Pal--
ace on Belgian naace on Belgian na--
tional day in Brustional day in Brus--
sels, Belgium Julysels, Belgium July
2121,, 20172017. RE. RE--
UTERS/Yves HerUTERS/Yves Her--
manman

Chocolates are offered at the factoryChocolates are offered at the factory
shop of Swiss chocolate manufacturershop of Swiss chocolate manufacturer
Aeschbach Chocolatier AG in Root-LuAeschbach Chocolatier AG in Root-Lu--
zernzern

A woman looks at her phone whileA woman looks at her phon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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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 U.S.-based payment card companies, 
including American Express, MasterCard and Visa, are 
preparing to submit license requests to operate in Chi-
na within months, according to three peopl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The long wait for the U.S. companies is, though, un-
likely to end soon. It may take as long as two years or 
more for the companies to clear all official scrutiny, in-
cluding from banking regulators, and for them to pass 
a security review, as well as meeting other conditions, 
the sources said.
The move comes against a backdrop of growing eco-
nomic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failed on Wednesday to agree 
on major new steps to reduce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U.S. payment network operators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o get access to China. It is set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bank card market by 2020, 
when the number of cards in circulation is forecast to 
rise to 9 billion from 6 billion in 2016,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rm GlobalData Plc.

China first agreed in 2015 to 
open the card market to local 
and foreign businesses, a move 
triggered by a 201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uling. 
However, foreign card compa-
nies have been unable to set up 
local operations in the absence 
of a clear roadmap from Chi-
nese authorities.
In May, Beijing and Washing-
ton agreed to a July 16 deadline 
for China to issue ‘necessary 
guidelines’ for the launch of lo-
cal operations by U.S. payment 
network operators, leading to 
‘full and prompt market acces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the central bank, is-
sued the guidelines on June 
30, according to three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and a copy of the document 
reviewed by Reuters.
The expected entry of foreign card companies will 
challenge the dominance of state-backed China Union-
Pay Co Ltd, which currently is the sole operator in a 
yuan bank card payment network worth more than $8 
trillion in China.
‘It’s exciting that the uncertainty is finally over and 
they have finally come out with the rule book, but it’s 
not going to be a fast and smooth journey,’ said one of 
the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some of the U.S. pay-
ment companies’ plans.
The people said the applicants would be subject to in-
tense scrutiny by the banking regulator as well as se-
curity agencies.
The companies will also have to set up extensive local 
infrastructure.
An American Express spokesman said it will apply for 
a licens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BOC’s guidelines 
clearly set forth the process ... and we’re continuing to 
work with different regulators as we move through this 
process,’ he said.
A spokeswoman for Visa declined to comment, citing 
the quiet period ahead of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company’s quarterly results. MasterCard did not im-
mediately respond to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PBOC declined to comment in response to ques-
tions faxed to them by Reuters.

Onshore Data
Under the conditions laid out by the central bank, all 
payment companies would have to set up technolo-
gy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and a back-up data system 
within China.
This is a concern for the foreign payment network op-

erators, which fear this could result in internal systems 
being put under surveillance and could make it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proprietary data, ac-
cording to industry insiders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There was some expectation that this requirement 
would be eased a bit but that has not happened, so all 
the companies will have to build business plans keep-
ing this mind,’ said one of the people. ‘That’s the big-
gest challenge.’

Credit Card Processing Choices 2016

Some industry insiders have privately expressed con-
cerns about whether China would provide a level-play-
ing field for foreign companies, which could signifi-
cantly impact the market share of UnionPay, set up in 
2002 by China’s central bank and China’s top govern-
ment body, the State Council.
UnionPay also has been expanding its operations over-
seas and has a presence in over 160 countries includ-
ing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 likes of MasterCard 
and Visa have been waiting to offer yuan-denominated 
cards for years.
UnionPay’s share of the global credit card market rose 
to 25 percent in 2015 from 13 percent in 2010, draw-
ing level with MasterCard but lagging Visa’s more 
than one-third market share, according to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The plans by the major global card companies to enter 
China also comes at a time when Chinese consumers 
are increasingly turning to mobile and online payments 
and money transfers using services such as Tencent 
Holdings’ WeChat Pay and Alibaba Group Holding’s 
affiliate Alipay.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
news.com/news) 

Related

The Chinese Credit Card Market 
The China Economic Review gives an interesting ac-

count of the latest troubles a big U.S. credit card com-
pany is having in what will soon become the world’s 
biggest credit card market. As some of you will have 
noted, earlier this month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had 
stopped MasterCard from issuing yuan-denominated 
credit cards in the country, which the company was 
doing through a partnership with a local payments 
fir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id that even though a 
year ag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cting 
on a U.S. complaint, ruled that China is discriminating 
against foreign providers of credit and debit card pay-
ments by maintaining a monopoly on payment cards 
denominated in renminbi (yuan), which breaks the 
organization’s rules. And recently, citing official sta-
tistics from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 the central 
bank — China Daily said that in 2012 alone, Chinese 
banks had issued a total of 331 million credit cards, 

exceeding the number of newly-issued debit cards. 
That was a 16 percent increase over 2011’s total and 
as a result a quarter of Chinese consumers now have 
credit cards, a 19 percent growth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total. The total number of bank cards issued by 
Chinese banks at the end of 2012 was 3.5 billion, up 
from 2.95 billion at the end of 2011 — an increase of 
18.6 percent.
Moreover, in 2012 the number of card transactions rose 
by 46 percent and ATM withdrawals increased by 26 
percent, China Daily told us citing statistics from Chi-
na UnionPay. The chart to the right was produced by 
The Economist, using data from the Nilson Report — a 
payment industry newsletter — to illustrate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in 2011. Considering its growth rate, 
UnionPay may already have more bank cards in circu-
lation than Visa and MasterCard combined.
Furthermore, UnionPay may surpass Visa’s processing 
volume within as few as 3 – 4 years. In 2012, the av-
erage volume of bank card transactions in China was 
5,894 yuan ($957.8) per person, up 6.6 percent from 
2011 level. The average transaction value was 2,312 
yuan ($375.7), down 2.6 percent.

Bilateral talks aimed at reducing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have yielded some initial deals, but U.S. 
firms say much more needs to be done as a deadline for 
a 100-day action plan expires on Sunday.
The negotiations, which began in April, have reopened 
China’s market to U.S. beef after 14 years and prompt-
ed Chinese pledges to buy U.S. liquefied natural gas. 
American firms have also been given access to some 
parts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More details on the 100-day plan are expected to be 
announced in the coming week as senior U.S. and Chi-
nese officials gather in Washington for annual bilateral 
economic talks, rebranded this year as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We hope to report further progress on the 100-day de-
liverables next week,” a U.S. Commerce Department 

spokesman said on Saturday. “That will be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extent of progress.”
The spokesman declined to discuss potential areas 
for new agreements since a May 11 announcement on 
beef, chicke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LNG.
Earlier in April, wh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or the first time at 
his Florida resort, Xi agreed to a 100-day plan for trade 
talks aimed at boosting U.S. exports and trimming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The U.S. good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reached $347 
billion last year. The gap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17 widened about 5.3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according to U.S. Census Bureau data.
“It is an excellent momentum builder, but much more 
needs to be done for U.S.-China commercial negotia-

tions to be considered a success,” said Jacob Parker,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operations at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USCBC) in Beijing.
There has been little sign of progress in soothing the 
biggest trade irritants, such as U.S. demands that Chi-
na cut excess capacity in steel and aluminum produc-
tion, lack of access for U.S. firms to China’s services 
market,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curbs on high-tech 
exports to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broad tariffs 
or quotas on steel and aluminum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partly in response to what it views as a glut of 
Chinese production that is flooding international mar-
kets and driving down prices.
North Korea has cast a long shadow over the relation-
ship, after Pyongyang tested what some experts have 
described as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on 
July 4.
Trump has linked progress in trade to China’s ability 
to rein in North Korea, which counts on Beijing as its 
chief friend and all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grew almost 
40 per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So much for China work-
ing with us - but we had to give it a try!” Trump said on 
Twitter after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

Trading Meat
American beef is now available in Chinese shop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a 2003 U.S. case of “mad cow” dis-

ease, giving U.S. ranchers access to a rapidly growing 
market worth around $2.6 billion last year.
More beef deals were signed during an overseas buy-
ing mission by the Chinese last week.

“There are hopes there will be even more concrete 
result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told a daily news briefing in Beijing on Friday. 
He did not elaborate.
Critics of the 100-day process said China had already 
agreed to lift its ban on U.S. beef last September, with 
officials just needing to finalize details on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China, meanwhile, has delivered its first batch of 
cooked chicken to U.S. ports after years of negotiating 
for access to the market.
But unlike the rush by Chinese consumers for a first 
taste of American beef, Chinese poultry processors 
have not had a flurry of orders for cooked chicken.
Demand should improve once China is allowed to ship 
Chinese grown, processed and cooked chicken to the 
United States, said Li Wei, export manager at Qingd-
ao Nine Alliance Group, China’s top exporter of pro-
cessed poultry. (Courtesy http://sino-us.com)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C),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Penny Pritzker (L) and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Michael Froman pose for a photograph at the 27th Session of the Chi-
na-U.S.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 in Washington D.C.,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Nov. 23, 2016. (Photo/Xinhua) 

Even after North Korea’s testing of an inter-
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at could hit the 
U.S. state of Alaska, China’s trade with North 
Korea has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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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制造業動能轉換 成產業變革核心方向變革核心方向
綜合報導 新壹輪產業變革席卷全球，

人工智能成為新壹輪產業變革的核心方

向。如今，越來越多傳統制造企業在新

舊動能轉換中，將人工智能作為發展的

新動力，不斷創造出新的發展機遇。

“我們正在進入科技革命與產業變

革交匯的新時代。”天津市委副書記、

中國科學院院士懷進鵬認為，這壹新時

代的基本特征是數字化，基本形式是網

絡化應用，重要特點和結果體現的是智

能化。智能化不斷賦予中國傳統產業新

能量，賦予制造業更高效率、更好效果。

作為中國未來十年制造強國戰略行

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已經為中國

智能制造政策制定奠定基礎。去年底，

工信部、財政部發布《智能制造發展規

劃（2016－2020年）》，提出智能制造

發展“兩步走”戰略：到2020年，智能

制造發展基礎和支撐能力明顯增強，傳

統制造業重點領域基本實現數字化制造；

到2025年，智能制造支撐體系基本建立，

重點產業初步實現智能轉型。

原信息產業部部長、中國電子學會名

譽理事長吳基傳指出，中國制造業、裝備業

正處於轉型關鍵期，將智能技術應用於制造

業，利用互聯網、雲計算等平臺推動我國制

造業改造升級，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制造業要向智能轉型，中國高鐵

要走向世界，智能產品、智能制造、智

能服務都得跟上。”作為智能制造戰略

的受益者，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裁王軍透露，中國高速列車目前已有超

過21個產品和型號投入運營。到2016年

底，累計投入運行的動車組高速列車達

到2595組，超過全球總量的60%。

“轉向架是影響安全性很關鍵的零

部件，我們從轉向架的數字化樣機開始，

根據結構工藝構建了虛擬化、柔性化、

非連續轉向架的數字化生產線，把虛擬

和物理世界有機聯合起來，實現了高速

列車轉向架的數字化制造。”王軍說。

三壹集團高級副總裁賀東東介紹，

在人工智能領域，三壹很早開始就構建

大數據的設備遠程監控和故障檢測系統，

隨著20多萬臺設備數據實現匯總，設備

故障率大為降低。

如今，人工智能已經成為越來越多傳統

制造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企業成本的主要

方式。作為國內制造企業的重要聚集地，天

津市濱海新區區委書記張玉卓表示，濱海新

區將基於高端技術條件、平臺載體基礎、科

技人才資源等優勢，主攻智能制造，用以降低

企業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並將其作為濱海

新區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

在世界智能大會在天津舉辦期間，

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籌建的

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中心宣布落戶天津

經濟技術開發區。未來，該中心將承擔

智能制造產業國家級創新平臺和創新中

心的職能，積極推進“中國制造2025”

部市合作，推動智能制造產業園區建設。

未來如何進壹步推進人工智能與制造

業的融合？中國工程院院士吳澄認為，制造

全生命周期中的任何壹個環節采用人工智

能技術，都屬於智能制造範疇。智能制造

既可“頂天”高大上，也可“立地”，即

制造領域各個環節、層面都可有所作為。

美國工業互聯網聯盟聯合架構主席

林詩萬建議，從國外經驗看，工業互聯

網可以在中國智能工業發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它將從橫軸、縱軸打通工業體

系的‘任督二脈’，幫助我們更好地優

化生產流程、更好地配置整合資源，貫

穿制造體系全流程。”

網上消費升級 從更關註低價到更關註品質和品牌
隨著消費市場的平穩增長，消費已成為拉動我

國經濟增長的第壹驅動力。而以“互聯網+”為引

領的新型消費模式，近幾年也迎來蓬勃發展。2016

年，我國網絡零售交易額達5.16萬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26.2%。

當前，人們的網上消費表現出明顯的升級趨勢，

以往更關註低價，現在則更關註品質和品牌。

網購人群：從城市到農村
“我前段時間回家發現壹個有趣的事，就是70

歲的奶奶和 10歲的侄女，壹起圍著電腦選購商

品。”江西南昌某機關工作人員吳誌建是個“90

後”，對網上購物並不陌生。從高中起，他就已經

開始在網上買文具、籃球、輔導書，到了大學，日

常用品幾乎都是上網買。

數據顯示，近幾年我國網購用戶規模持續增長：

2015年網購用戶總規模達4.13億人，是2011年的

2.1倍，較2014年底增加5183萬，同比增長14.3%。

其中，手機網絡購物用戶規模增長迅速，達到3.40

億，增長率為43.9%，手機網絡購物的使用比例由

42.4%提升至54.8%。

吳誌建的老家在江西農村。這兩年，隨著電商下

鄉，網購在農村地區的普及率越來越高，老家也有越來

越多的人開始習慣在網上買東西。2016年，全國農村網

絡零售額8945.4億元，約占全國網絡零售額的17.4%。

全年農村網絡零售額季度環比增速均高於城市。

此外，隨著這兩年跨境電商的發展，世界各地

特色產品的加入，進壹步拓展了人們“上網淘”可

選擇的種類。“6月初我在網上買了壹雙皮鞋，雖

然從下單到收貨，等了差不多有壹個月，但商品質

量真不錯，挺值的。”北京某國企員工於陽說。

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海外網購用戶規模為

4091萬，年增長率135.8%；海外網購在網購用戶中

的使用率由4.8%提升到9.9%。中國主要跨境電商交

易額平均增長率在40%左右，其中進口網絡零售增長

率在60%左右，出口網絡零售增長率在40%左右。

網購品類：從電器到零食
“以前網上買衣服比較多，現在連零食都在網

上買了。”上海浦東新區的外企白領張軍說，4年

前第壹次網購，是花80元購買了壹件包郵費的運

動衛衣，如今還會在網上買進口食品、遊戲點卡、

單反鏡頭、保健品，價格從高到低全都有。

隨著電商行業的發展，消費者網購商品的品類

不斷擴圍，背後是國內消費需求的升級。當前，我

國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

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

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

從2013年到2017年，消費者網購商品品類越

來越多，從服裝鞋帽、日用百貨再到珠寶配飾，這

些品類在用戶購買中的比例顯著提升。消費者網購

商品從低價的日用品向價格較高的通信數碼產品及

配件、家用電器擴散，從服裝鞋帽向食品滲透。

網購品類的豐富與細化，表明消費者對消費商

品和服務的便捷性、多樣性、個性化等方面都提出

了新要求。

網上書籍音像品類消費旺盛。“我喜歡在網上

買小說、暢銷書，壹天勞累之後，靠著枕頭讀本書

，是最好的按摩方式。”在北京方莊某IT公司工作

的產品經理龐林說。2015年，網購用戶購買品類排

第三的是書籍音像制品，這得益於網絡渠道的成本

更低，折扣更大。

奢侈品等高端消費品的網上消費嶄露頭角。數

據顯示，6.8%的網購用戶有過在網上購買奢侈品的

經歷，這壹比例還在不斷攀升。從購買品類數量來

看，包袋、腕表、服裝鞋靴、首飾、母嬰美妝等位

居前五。

隨著冷鏈物流運輸的標準化、智能化與集約化，

生鮮消費也成為網購的新寵。在壹些生鮮電商平臺

上，消費者更是飽了口福：智利的車厘子、新西蘭

的大龍蝦、北歐的三文魚……壹鍵下單，24小時送

貨到戶，已經成為現實。

網購偏好：從價格到品質
“以前網購時，商品排序喜歡按照價格來，從

低到高看下來，選的多是便宜的。現在不壹樣了，

不說要買最好的，但也要買高品質和品牌商品。”

北京海澱區居民王錚說。在剛過去的網購促銷日，

他為家裏裝修網購的壁畫、配飾等，都是國際、國

內知名品牌。

最開始，網購對於很多消費者的吸引力更多在

於低價。如今，網購用戶越來越看重所購產品與服

務的品質與品牌。

剛剛過去的“6· 18”網購促銷季的成交數據，

凸顯了消費品質化趨勢。多家電商銷售數據顯示，

品牌電器、服飾、母嬰消費品等成為熱銷品。根據

第三方數據分析機構艾瑞咨詢發布的數據，今年消

費者購物需求旺盛的同時，消費觀念趨於理性，商

品質量成為消費者最關心的因素，其次才是價格。

農村網購消費者的品質化趨勢也在凸顯。21世

紀經濟研究院聯合京東發布的《2016中國農村電商

消費趨勢報告》顯示，隨著農村地區人均收入水平

和消費水平的提升，農村地區網購用戶也開始向品

質看齊，在農村網購用戶中，關註品質的人群比例

高達73.81%。

需求端的變化，正在推動著電商行業供給側

的變化。當前，網絡零售行業的品質與品牌成熟

度向縱深發展，電商購物節的促銷中，“價格

戰”的味道越來越淡，品質、體驗等成為新方

向。壹些生產企業還依托電商新渠道，開展了個

性定制業務探索。在大數據的支撐下，制造企業

通過挖掘電子商務平臺積累的海量數據，更敏銳

地發掘消費者需求變化，推出新產品和新服務，

為消費者帶來更優質的體驗。

夏日炎炎日本水族館成熱門景點夏日炎炎日本水族館成熱門景點
白鯨噴水送清涼白鯨噴水送清涼

泰國舉行年度水牛競賽泰國舉行年度水牛競賽 參賽者駕牛泥地狂奔參賽者駕牛泥地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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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泰晤士河中的天鵝正在英國泰晤士河中的天鵝正在
被進行年度被進行年度““人口普查人口普查”。”。這壹這壹
活動始於活動始於1212世紀世紀，，當時皇室稱對當時皇室稱對
天鵝擁有主權天鵝擁有主權，，因此必須了解天因此必須了解天
鵝的數量鵝的數量，，普查中會評估天鵝所普查中會評估天鵝所
受到的傷害以及疾病等受到的傷害以及疾病等。。



BB1515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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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2017年7月22日 Saturday, July 22, 2017



B16位置不動

BB1616星期六 2017年7月22日 Saturday, July 22, 2017

中國城區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喜富來台菜館
9600 Bellaire Blvd., #105, 
Houston, TX 77036
(王朝超市廣場)

金荷中醫針灸健康食品
9110 Bellaire Blvd., Suite B
Houston,TX 77036 
(惠康超市廣場)

糖城區
騰龍教育學院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TX 77478 
(家樂超市廣場)

Memorial 區
金萱茶
1041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大華超市廣場)

售票地點:

網上訂票 : THH2017.us
詳情請洽 : 713.270.9988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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