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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新人事 新作風 更新菜色
週六周日（全天）: 晚餐$25.95 (加一隻龍蝦$6.99)
午餐$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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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785-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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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視訊連線
政治評論員唐慧琳今下午重播

KVVV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
注兩岸動態，已於周四晚間7時30分播出最新內容，針對蔡英文政府上任
後的政績、吳敦義即將上任國民黨主席和郭台銘大手筆在美投資等新聞議
題作一番討論。節目在周二提前視訊連線台北政治評論員唐慧琳，現場
也有邀請僑界評論員一同發表看法，敬請準時收看。

播出時間：8月4日(周五)下午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

休士頓論壇關心兩岸局勢動態，邀請評論員討論。(截圖)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支持率創新低
55比40，而這次民調結果更差
。這項民調說，54%的美國人
說，他們因為川普當總統而感
到難堪，而不是自豪，感到自
豪的只有26%。將近60%的美
國人說，他們認為川普在濫用
權力。在被問到他們是否相信
川普認為自己的權力淩駕於美
國法律之上的時候，60%的人
回答同意，36%的人不同意。
過去幾天裏進行的這次民意測
驗正值白宮亂象叢生之際。川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羅斯福廳聽人講話（2017年8月2日）。
普罷免了白宮辦公廳主任，撤
換了通訊聯絡主任，川普支持的廢除奧巴馬平
【VOA】新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總統川普的
價醫保的法案在國會參議院闖關失敗。 當然對
民眾支持率繼續下滑。他入主白宮之初的支持
川普也有兩項肯定的評價。昆尼皮亞克大學的
率跟歷屆美國總統任職初期相比已經是最低的
調查顯示，有58%的美國人說川普是“意志堅
。
定的人”，不同意這一看法的人有39%；有
昆尼皮亞克大學的民調星期三說，在川普總統
55%的人認為川普是聰明人，42%不認為他是
上任六個月之後，他的支持率創下33%的新低
聰明人。
，61%的美國人對他不滿意。蓋洛普民意測驗
不過調查還顯示，相當大比例的受訪民眾說，
機構也說，最新的調查顯示，這位房地產大亨
他們認為川普不誠實，沒有“卓越的領導技巧
出生的共和黨籍總統的支持率下降到36%，不
”， “不關心普通美國人”，“和他們沒有共
滿意的人占60%。
同的價值觀”。
昆尼皮亞克大學的民調專家說，上一次在6月
末進行的民調中，讚成和不讚成川普的比例是

庫克談蘋果
下架中國區
VPN
聯網審查機制。中國還部分封鎖了WhatsApp
【VOA】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等很流行的信息應用程序，並加強了對視覺敏
Cook）星期三說，他希望中國加緊網絡審查
感的圖像的審查。
是暫時的。
蘋果公司最近應中國政府的要求
，把由外國公司開發，幫助中國
用戶避開互聯網過濾系統的軟件
從中國區應用商店下架。
蒂姆·庫克（Tim Cook）就此事
所引起的爭議評論說，美國公司
只是遵守中國法規。但是他說“
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
的限制減輕了，因為創新真的需
要自由協作和溝通。”他還說，
蘋果公司相信即使在不同意的情
況下也應當與政府保持接觸。
中國政府最近幾個月加強了通常
︱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在北京參加中國
被稱為“防火長城”的大規模互
發展論壇（201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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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實用豐富 歡迎免費索取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美南新聞集團出版發行的
「2017 年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Houston Travel Shopping Guide)，現
已全面發行，為來訪休斯頓遊客提供實用的旅遊資訊，豐富多彩內
容，值得人手一本珍藏，有興趣的讀者，歡迎到報社免費索取。
休斯頓為全美第四大城，地理位置佳，航空路線發達，成為航
運的旅遊熱點。為因應中國航空、土耳其航空、長榮航空與全日空
開通直飛休斯頓航班，美南新聞集團推出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自
2014 年發行後，廣受好評，發行量遍布華人生活每一個角落，為休
斯頓唯一官方中文雜誌。
今年 2017 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內容更加豐富多元，包括 「動感

之城休斯頓」專題， 「活力之城戶外運動介紹」、 「樂在休斯頓捉
蟹去」、 「吃在休斯頓特色餐廳」、 「藝術之城劇院區」、 「不夜
之城夜景遊覽」和 「省錢省時玩轉休斯頓」、 「海上漫步加勒比海
郵輪行」及 「與閨蜜同遊休斯頓周末三日行」，邀請遊客一起體驗
休斯頓獨特的文化魅力。
旅遊指南資料實用，隨身攜帶，讓您輕鬆玩遍休斯頓。有興趣
的民眾，請到歡迎到報社免費索取，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 直 接 至 本 報 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詢問。

賞雜技、明星、藝術、文化 周末充實度過
（休斯頓/高思）轉眼迎來了八月，盛夏時
光就用滿滿的熱情來填滿吧！本周精彩活動看
點：萊昂納爾·李奇演唱會、雜技表演、皇後樂
隊演唱會、藝術集市、白衣節等，周末愉快！
1. 萊昂納爾·李奇演唱會（Lionel Richie in Con-

cert）
曾獲得數次格萊美獎，數次白金唱片獎，
美國 80 年代樂壇標志性的傳奇歌星萊昂納爾·李
奇這周五將攜同樣名震四方的演唱嘉賓瑪麗亞·
凱莉（Mariah Carey）在休斯頓豐田中心火熱開
唱！萊昂納爾·李奇曾與邁
克爾·傑克遜共譜史上最著
名 的 慈 善 單 曲 《We Are
The World》。
時間：8 月 4 日（星期五
）7:00 p.m.
地 址 ： 1510 Polk St,
Houston, TX 77002
門票：$39.95 起
2. 雜技表演（Circo Avenida at Discovery Green）
每 周 五 晚 ， 來 自 Cirque
la vie 的雜技演員們將在夜
幕與城市燈光的交織輝映下
，伴著動感的音樂，在發現
綠地公園為大家帶來精彩的
雜技表演。
雜技表演
。(網路照片
網路照片))
露天雜技表演，讓你體會夜
晚 downtown 的熱鬧與風情
。Cirque la vie 馬戲團成立
於 2010 年，致力於呈現給
觀眾不一樣的動態表演。
時間：8 月 4 日（星期五
）7:00 p.m.- 10:00 p.m.
地 址 ： 1001 Avenida de
Las Americas,Houston, TX
77010
門票：免費
3. 皇後樂隊演唱會（Queen
+ Adam Lambert in Concert
）
萊昂納爾·李奇演唱會
李奇演唱會。
。(網路照片
網路照片))
本周休斯頓豐田中心可

謂是眾星雲集，除了周五萊昂納爾·李
奇的演唱會外，周六著名搖滾樂隊皇
後樂隊的成員 Brian May 和 Roger Taylor 將攜第八屆美國偶像亞軍，同樣是
白金唱片搖滾歌手 Adam Lambert 在豐
田中心掀起一場高能量的音樂盛宴。
敬請期待！
時間：8 月 5 日（星期六）7:00 p.
m.
地 址 ： 1510 Polk St,Houston, TX
77002
門票：$49.50 起
4. 藝術集市（First Saturday Arts Market
）
休斯頓的中心地帶 Heights 社區每
個月的第一個周六都會舉辦藝術集市
，屆時將會有油畫、裝飾、手工製品
等藝術展攤、食物餐車、現場樂隊等
。不如在炎熱的夏季伴著徐徐晚風來
這逛一逛，用火眼金睛挑選特別的小
物件。
時間：8 月 5 日（星期六）6:00 p.m. -10:00
p.m.
地址：540 West 19th St,Houston, TX 77008
門票：免費
5. 白衣節（White Linen Night）
Heights 地區常年以其獨有的歷史文化和社
區活動受到休斯頓各地區人民的喜愛。這周六
位於 19 街的 200 至 300 個街區將會徜徉在一片白
色的海洋中。所有人都會穿著白色，吃飯、參
加派對、逛本地的精品店和藝術集市。想要感
受一下這種另類氛圍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本
周六啦。
時間：8 月 5 日（星期六）6:00 p.m.- 10:00
p.m.
地址：19th Street，300 19th Street，Hous-

圖：新出爐的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
新出爐的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
。
ton, TX 77008
門票：免費
6. 赫 曼 生 日 紀 念 派 對 （George Hermann’ s
174th Birthday Party）
為 了 紀 念 休 斯 頓 的 大 慈 善 家 喬 治·赫 曼
（George Hermann），這周天將在赫曼公園舉
辦他的 174 歲生日紀念派對。屆時將會有臉繪、
嘉年華、免費生日蛋糕、藝術手工作坊等許多
適合小朋友的活動。12 歲及以下的小朋友只用
花 1.74 美元便可享坐園內小火車。
時間：8 月 6 日（星期天）10:00 a.m.- 2:00
p.m.
地 址 ： 6001 Fannin Street,Houston, TX
77030
門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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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慶賀 106 年中華民國國慶
活動將多元精采
（綜合報導）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於 7 月 30 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第三次籌備會議，該
會議由主委陳美芬主持，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亦列席該會議，另該會除葉宏志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
員等僑務榮譽職人員以及籌備委員出席，更有近五十多位僑團代表參與，場面熱烈。
陳美芬說明今年國慶系列活動將高達近 25 項內容豐富多元，全僑同心為中華民國慶生，莊雅淑則感謝各僑團對今年國
慶系列活動籌備的支持與參與，相信透過活動舉辦能凝聚僑界向心，讓主流社會認識中華民國台灣的自由民主。
目前休士頓僑界慶賀雙十系列活動已近二十五項活動，日程安排從九月到十月，包含 9 月 16 日晚間在休士頓 standfford
centre 中華民國僑委會國慶綜藝訪問團 「九天民俗技藝團」訪演，另今年國慶升旗以及茶會將於 10 月 7 日上午 10 時在休士
頓僑教中心舉行，國慶餐會則將於 10 月 21 日晚間在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辦，會議當中各與會僑團代表說明各項活動
規劃以及籌備進度，各項活動內容也將陸續公布，屆時歡迎全僑一起參加，共同迎接中華民國生日。

休士頓地區華裔青少年夏令營(CYC)
休士頓地區華裔青少年夏令營
(CYC)薪傳文化
薪傳文化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於 7 月 30 日在休士頓僑
教中心舉辦第三次籌備會議，
教中心舉辦第三次籌備會議
，該會議由主委陳美芬主持
該會議由主委陳美芬主持，
，嚴杰副主委
嚴杰副主委,,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亦列席該會議，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亦列席該會議
，另該會除葉宏志僑務委員
另該會除葉宏志僑務委員、
、劉秀
美僑務委員、
美僑務委員
、甘幼蘋僑務委員等僑務榮譽職人員以及籌備委員出席
甘幼蘋僑務委員等僑務榮譽職人員以及籌備委員出席，
，
更有近五十多位僑團代表參與，
更有近五十多位僑團代表參與
，場面熱烈
場面熱烈。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地區華裔
青少年夏令營學
員展現一周來的
學習成果
休士頓地區華裔青少年夏令營(CYC)於 7
月 29 日在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州立大學
舉行結業成果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黃處長敏境、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僑務委
員甘幼蘋及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等皆受邀到現
場觀賞學員們的學習成果，參加營隊 340 名學
員們分組演出扯鈴、民俗舞蹈及國標舞，在家
長及來賓面前展現一週以來的學習成果，得到
全場的歡呼與掌聲。黃處長、莊主任分別代表
僑委會感謝休士頓地區華裔青少年夏令營團隊
33 年來在海外為傳承中華文化所做的貢獻努力
，並勉勵學員們牢記在營隊學習領導才能及拓
展人際視野外，更要帶著文化的種子，一棒接一棒傳承下去。主
辦單位休士頓華裔文化協會負責人兼營長陳婷儀特別感謝僑委會
對夏令營的大力支持，讓海外孩童們能從中學習文化與友誼。本
夏令營活動內容多元豐富，主辦單位除由本地遴選優良師資教授

社交舞、書法、美勞、音樂、躲避球等課程外，僑委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於 7 月 30 日在休士
會特別遴派許慧貞及潘衛儂等 2 位台灣專業教師分別
頓僑教中心舉辦第三次籌備會議，
頓僑教中心舉辦第三次籌備會議
，該會議由主委陳美芬主持
該會議由主委陳美芬主持.(.(記者黃麗
記者黃麗
教授民族舞蹈及民俗體育，讓學員們在短時間內體驗
珊攝))
珊攝
並學習中華文化精髓，許多家長對於主辦單位教導子
女用心精湛的研習中華文化用心表演表示肯定，參與學員進一步 了認識中華文化豐富的內涵，也留下美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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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稅收改革後川普8月2日宣佈重大移民改革議案
以技能為基礎改革 擬取消綠卡抽籤 移民配額減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宣布稅收改革後，8 月 2 日（周三
）上午，美國總統川普與來自阿肯色州和喬治亞州的兩位共和
黨 參 議 員 湯 姆 • 科 頓 （Sens. Tom Cotton） 和 大 衛 • 佩 杜 特
（David Perdue）共同宣佈了，旨在未來十年內大幅度降低合法
移民數字的移民改革議案。 在白宮宣佈了以技能為基礎
(skill-based)的重大移民改革議案，同時也宣布限制目前佔據合
法移民中占最多比例的親屬移民名額，減半難民的綠卡名額，
同時取消綠卡抽籤。川普將此議案稱為是美國半個世紀以來最
大的移民改革。
喬治亞州參議員 David Perdue 和阿肯色州參議員 Tom Cotton 在 2017 年 2 月推出這項議案，他們的目標是旨在十年內將每
年的綠卡發放數量由現在的 100 萬人降低到 50 萬人，新的移民
制度將向受過良好教育和從事高薪工作的移民傾斜，低技能和
非技術性的移民將是被限制的重點。提案的內容和川普 “美國
優先” 的策略是一致的。 川普說，美國現行的系統，讓非常低
技能移民也能湧入，這對美國的勞工階級、納稅人及社區造成
壓力，造成美國勞工的低薪就業，這是不公平的，而他競選時
宣示，要為美國勞工增加就業及提高薪資，他說，這項草案能
保護美國勞工，阻止新移民為領取福利而來美國。
草案若通過，美國的移民制度將改為與澳洲及加拿大相仿
的 「積分移民制」，而受影響的將是依親移民數額、難民取得
綠卡的數額及取消綠卡抽籤。川普說，這樣的改革，有利於能
說英語且在財務上有能力支持自己及家屬的申請人，而這類的
高技術移民，對美國的經濟才有貢獻。美國現行的綠卡抽籤系
統若真取消，則會影響到有意申請的台灣民眾。
新議案內容具體包括：1、取消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
等親屬的移民申請: 目前，美國的移民法案允許公民申請自己的
父母，兄弟子母移民美國，此外，公民已結婚以及年滿 21 歲的

未婚子女也可申請移民美國，他們還可申請自己的配偶以及未
成年子女移民美國。 而新的法案將保留美國公民和合法永久居
民的配偶和他們未成年子女的移民優先權，但是對於其他直系
親屬及家人的移民，則需要取消。這些直系親屬包括合法公民
的父母、成年兄弟姐妹、未婚成年子女、已婚成年子女、永久
居民的未婚成年子女這幾類。2、對需要照看的美國公民的父母
，為其提供臨時簽證: 這種臨時簽證對美國合法公民的父母也有
要求，他們不能在美國工作，而且也無法享受公共福利，如果
父母在美國需要醫療救助，子女需要提前購置好醫療保險。3、
取消綠卡抽籤: 美國的綠卡抽籤（Diversity Immigration Visa Lottery, DV）存在欺詐問題，法案認為應該取消這種制度，因此可
以減少發放 5 萬張綠卡。 4、限制難民申請永居的名額: 法案提
出將難民取得綠卡的人數限制為每年 5 萬人。5、採用“積分制
”，擇優選擇移民: 新的移民議案擬採取“積分制”，以擇優選
擇移民，衡量標準包括是否英文流利，有沒有美國需要的工作
技能，以及財政狀況是否穩定。 6、新移民不能申請政府福利:
一份政府統計顯示，半數的移民家庭獲得政府福利，但本地居
民家庭申請政府福利的僅有 30%。
現在，這一提案還未在參院通過，預計將會在國會遇到重
大阻力。前國土安全部副部長 James Norton 認為這個草案通過
的可能性極低。 很多批評者認為此舉勢必將嚴重損害美國的農
業畜牧業等行業。
8 月 2 日（周三）上午，美國總統川普與來自阿肯色州和喬
治亞州的兩位共和黨參議員 Tom Cotton 和 David Perdue 共同宣
佈了，旨在未來十年內大幅度降低合法移民數字的移民改革議
案。該議案名為《改革美移民強化就業法案》草案，川普將此
議案稱為是美國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移民改革。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

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的活動，返國致敬
團仍由承辦多年、經驗豐富的中華保健中心主
辦。今年將由副會長甘幼蘋僑務委員領軍。曾
主辦致敬團多年的監事王秀姿僑務咨詢委員將
退居幕後，給予甘委員在籌劃上及沿途照料上
的協助。
據甘幼蘋僑務委員說明，今年度返國致敬
團行程除台中觀光之外，最吸引人的景點該是
馬袓的觀光。行程將由十月九日在台北車站集
合至十月十三日解散共五天。
十月九日集合後將經三峽老街、苗栗客家
文化園區直奔台中國慶晚會現場，夜宿台中。
第二天返回台北，沿途將參觀秋紅谷景觀生態

公園、國家歌劇院、新竹城隍廟等。第三天搭
乘立榮航空直飛南竿，參觀出名的八八坑道，
八八坑道原是儲存軍需的戰備坑道，坑道主體
由花岡岩構成，如今則是馬祖酒廠窖藏酒罈的
坑道，內冬暖夏涼具恆溫穩定作用，是絕佳的
儲藏酒窖。除八八坑道外也將參觀獲選為全台
灣 36 秘境之一的北海坑道等等。當然！出名的
馬祖酒廠我們不會遺漏，酒廠更提供品嘗 58 度
馬祖高梁，讓您有看又有喝。
除了搭乘立榮航空至南竿外，我們將搭船
前往北竿，參觀 「枕戈待旦」馬祖最顯著的地
標，與金門 「勿忘莒光」相互輝映。我們也將
參觀中華民國小百岳之一的雲台山，山頂景觀

光鹽社健康講座
關節炎是常見的健康問題，不僅疼痛，也可能對生活行動
構造很大的影響。關節炎並不是老人才會有的毛病，且患者的
年齡層亦有年輕化的趨勢。早期治療能使關節炎的症狀獲得很
大的控制與改善，但多數人都是等到疼痛狀況已嚴重干擾的生
活時才就醫，拖延了治療的最佳時機。關節炎最常見的症狀包
括關節疼痛、休息後狀況仍未改善及局部的肢體僵硬等，某些
關節炎還可能侵犯身體其它器官。本次光鹽社健康講座邀請到
黃金醫療中心的栗懷廣醫生來為民眾講解有關膝關節疼痛的醫
療常識。
栗懷廣醫師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獲得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
在中國曾任矯正外科手術醫師十年。2002 年來美國貝勒醫學院
研究基礎醫學，2009 年成為內科醫師。曾任紐約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住院醫師, 目前任職於黃金醫療中心。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水果與點心，歡迎
民眾踴躍參加! 無法到場的民眾，光鹽社當天也提供 YouTube
現場直播。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直播網址：https://www.youtube.com/user/lsahouston/videos
2017 年 8 月 5 日 (六)下午 2 點至 4 點
地點：Chinese Bible Church 華人聖經教會(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膝關節疼痛
講員：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師

台可一覧大陸山河。如海況
許可，將可看到近日相當吸
引人的北竿 「夢幻藍眼淚」
，在黑暗中清透海面上有千
萬點點水母螢光，畫面將呈
現絕色之美。翌日，將參觀
戰爭和平紀念館、阪里古厝
、芹壁村、塘岐街頭等等，
下午返回台北。
領隊甘幼蘋僑委提到，
更詳盡的資料和說明。
由於名額有限，即日起凡有興趣參與此次返國
致敬團者，歡迎和甘幼蘋 281-620-5557 或王秀
姿咨詢委員 713-975-9888 聯繫。她們將可提供

休城社區

周末舒活身心 活動等您來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夏日熱情，又到了周末，
辛勤工作了一整周，周末正是朋友們舒活身心的時刻。
本周末，有搖滾演唱會、普拉提訓練、水上瑜珈、也有
適合小朋友的科學活動，無論是動是靜，祝讀者們都有
愉悅的周末！
現場搖滾樂演出 Incubus with Jimmy East World and Judah
and The Lion
地點：伍德蘭市 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時間：8 月 4 日星期五傍晚 6:45
票價：$ 29.50 至 $ 115
電話：281 364-3010
初級普拉提(Beginning Pilates )
普拉提是以德國人普拉提（Joseph Hubertus Pilates）
的名字而命名的一種運動方式。它主要是訓練人體深層
的小肌肉群，能夠維持並改善身體姿勢，達到最好的平
衡，這項運動強調對核心肌群的控制，加強大腦對身體
與骨骼肌肉的支配，同時配合了呼吸方法，是一種全身
協調的運動。志願帶領者斯蒂芬妮•克拉克（Stephanie
Clark）將帶領這個課程，促進我們身體的覺知，同時讓
身體更協調。大多數練習普拉提的人都會改善身體姿態
，更具靈活性，腹部肌肉的強度也會增加，如果有背部
、頸部和關節疼痛的人，疼痛情況都會減輕。有興趣參
加的民眾，要穿舒適的運動服裝、並帶厚的瑜伽墊。
時間：8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8:30 至 9:30
地點：Big Stone Lodge at Dennis Johnston Park
瘋狂科學廚房化學(Science Madness Kitchen Chemistry)
把握這個適合所有年齡層的短期科學活動，即使是
最年輕的小小科學家也會經由這些互動探索，享受探索
自己的世界。 不需預約。
時間：8 月 5 日上午 11:00 至下午 4:00
地點：兒童博物館 The Woodlands Children's Museum
地 址 ： 4775 West Panther Creek Drive #280, The
Woodlands, TX 77381
電話：281-465-0955
網站：www.woodlandschildrensmuseum.org
水 上 獨 木 舟 站 立 瑜 伽 課 (Stand-Up Paddle Board Yoga
Class)
Riva Row Boat House 提供水上獨木舟站立瑜伽課
。 星期六上午課程開始時，會先在陸地上進行獨木舟安
全指導，然後才下到水中，開始瑜伽課程。一方面享受
大自然，一方面鍛鍊身心，配合 Vinyasa，所謂 Vinyasa 是
指動作與呼吸配合的一組瑜伽體位法。此該課程開放給
14 歲及以上的民眾參加，每人收費 40 美元。
這個課程素以有益於身體和精神健康而聞名，通過
在水上不平衡的平台上進行練習，進一步提高瑜伽的實
踐。對課程感興趣的人可致電 281-210-3965 或在 www.
thewoodlandstownship-tx.gov/rivarowboathouse 網 上 註 冊
。
時間：8 月 5 日上午 9:00 - 11:00
地點：2101 Riva Row, The Woodlands, TX 77380

水上獨木舟站立瑜伽課程

約翰•梅爾(John Mayer)
創作型歌手約翰•梅爾將來休士頓舉行演出！他曾
4 次獲得葛萊美獎最佳流行男歌手獎。約翰•梅爾初期
的曲風以搖滾及流行為主，後來逐漸轉型為藍調歌手，
並組成約翰梅爾三重奏（John Mayer Trio）推廣藍調。
2007 年，他以專輯《聲聲不息》及歌曲〈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贏得第四十九屆葛萊美獎最佳流行專
輯、及最佳流行男歌手獎。
時間：8 月 6 日 7:00 PM
地點：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票價：$ 36 至 $ 149.5
電話：281 364-3010
懶洋洋之夏日午餐(Lazy days of summer
luncheon)
夏日炎炎，來點經典的夏日美式午
餐！享受經典的夏季食物慰勞自己，包
括燒烤雞肉和牛肉、土豆沙拉、烤豆、
自製麵包、香蕉布丁甜點、和任你喝的
冰茶與咖啡。還有現場演唱，享受 Jay 的
舒緩而豐富的歌聲，帶來各種流行的鄉
村音樂。
在 Mangum-Howell 辦 事 處 註 冊 時
，每人建議捐贈金額為 8 美元，須事先
付款，八月 4 日周五之前購票截止。
時 間 ： 8 月 8 日 ， 星 期 二 12:00
PM-1：00pm
地 點 ： Mangum-Howell Center
(2500 Frick Road, Houston, Texas 77038)
曾 4 次獲得葛萊美獎最佳流行男歌手獎的
電話：281-591-7830
約翰•
約翰
•梅爾將來休士頓舉行演出

現 場 搖 滾 樂 演 出 Incubus with Jimmy East
World and Judah and The Lion

德州媽媽法案”在州議員Thierry推動下通過二讀
（本報奧斯汀報導）在 7 月 31 日，“德州媽媽法案”於第 85
屆特別會議期間通過了州眾議會的二讀，這項由州眾議員肖恩•蒂
埃里（Shawn Thierry）推動的
法案，在議會順利通過二讀投
票 “HB 11， 德 州 媽 媽 法 案
The Texas Moms Matter Act”
。州眾議員蒂埃里在 2012 年生
女兒時，曾經頻臨死亡，她也
衷心地分享自己那段難忘的經
歷，並希望進一步解決這項擴
及全州婦女的健康危機。
州眾議員蒂埃里帶著明顯沉重
的語調說明：“這個法案的成
立，是為了發生在諸多德州婦
州眾議員蒂埃里(Shawn
州眾議員蒂埃里
(Shawn Thierry) 女身上的故事，很多都不曾為
致力推動“
致力推動
“德州媽媽法案
德州媽媽法案”
”
人所知，希望能降低德州的產

婦死亡率。
在結束之前，州眾議員蒂埃里將“德州媽媽法案” 獻給那些
死於生產的母親們，並大聲朗讀她們的名字。 她敦促議員同事們
通過 HB 11，大家一起努力，超越黨派的來解決這個關於婦女的健
康危機。
州眾議員蒂埃里表示：“為了降低德州的產婦死亡率，我們必
須先關注於婦女死亡數最多的成因，同時，我們將有效地找到更好
的政策，來減少德州母親們因懷孕而死亡的人數。
“德州媽媽法案”將審查產後抑鬱症的治療方案，提供有關在
其他州運用降低產婦死亡率的方法和系統，並向立法機關提交新數
據，了解母親經濟地位影響懷孕相關的道德議題。
州眾議員肖恩•蒂埃里（Shawn Thierry）是民主黨人，屬於眾
議院 146 區，其中涵蓋大東南和西南休斯頓區。 她是哈里斯郡州
議員團的副主席，負責郡事務委員會、少年司法、與家庭議題。她
是土生土長的州議員，並曾任執業律師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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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培靈會

（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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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社健康講座
膝關節疼痛
（ 本報訊）光鹽社健康講座
2017 年 8 月 5 日 (六)
下午 2 點至 4 點
地點：Chinese Bible Church 華人聖經教
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膝關節疼痛
講員：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師
關節炎是常見的健康問題，不僅疼痛，
也可能對生活行動構造很大的影響。關節炎
並不是老人才會有的毛病，且患者的年齡層
亦有年輕化的趨勢。早期治療能使關節炎的
症狀獲得很大的控制與改善，但多數人都是
等到疼痛狀況已嚴重干擾的生活時才就醫，
拖延了治療的最佳時機。關節炎最常見的症
狀包括關節疼痛、休息後狀況仍未改善及局

部的肢體僵硬等，某些關節炎還可能侵犯身
體其它器官。本次光鹽社健康講座邀請到黃
金醫療中心的栗懷廣醫生來為民眾講解有關
膝關節疼痛的醫療常識。
栗懷廣醫師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獲得
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在中國曾任矯正外科
手術醫師十年。2002 年來美國貝勒醫學院
研究基礎醫學，2009 年成為內科醫師。曾
任紐約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住院醫
師, 目前任職於黃金醫療中心。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
水果與點心，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無法到場
的民眾，光鹽社當天也提供 YouTube 現場
直播。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直 播 網 址 ： https://www.youtube.com/
user/lsahouston/videos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

（ 本報訊）癌症治療過程
中，放化療是最常用的方法。
放療是採用高能放射線殺死腫
瘤，化療是注射化學藥物來殺
死腫瘤。放化療雖然能夠取得
一定療效，但在殺傷癌細胞的
同時，也對正常組織細胞無選
擇性殺傷，通常會給患者帶來
副作用或不良反應。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精選 Class A
頂級野生綠蜂膠為原料，採用
當今國際無酒精超臨界專利萃
取技術。野花牌綠蜂膠在放化
療聯合應用過程中有著不可低
估的價值，它能提高放化療的
療效，有效殺傷腫瘤細胞，抑
制腫瘤復發轉移，延長癌症患
者的生存期。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野

花牌綠蜂膠含有獨一
無二的阿特匹林-C 及
400 多種活性成分，給
癌症放化療遇到的艱
難瓶頸帶來了全新突
破。野花牌綠蜂膠在
保證放化療正常進行
的同時，注重免疫力
提升，確保患者順利
完成整個治療過程。
在放化療前後服用野
花牌綠蜂膠，可以減
少白細胞降低、噁心
、嘔吐、食欲減退、
脫髮等副作用，從而合理加大
放化療藥物的劑量，以取得更
好療效。
1、消除機體疲勞感。野
花牌綠蜂膠可以顯著提高免疫
力，修復受損的免疫系統，提
高抗氧化能力，清除有害自由
基，消除機體疲勞感。
2、改善消化系統異常。
野花牌綠蜂膠緩解噁心、嘔吐
，恢復正常的食欲和消化功能
，能夠保護胃黏膜，改善胃腸
功能，增加食欲與飲食量，明
顯減輕放療導致的胃腸道不良
反應和毒副作用。
3、預防骨髓損傷。野花
牌綠蜂膠能夠對抗放療對外周
血細胞造成的傷害，對骨髓造
血功能也具有明顯的保護和促

進作用，預防放化療造成的骨
髓損傷，有利於放化療週期的
完成與提高臨床治療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保護癌症患
者，安全度過放化療週期。野
花牌綠蜂膠可抗組織胺、保護
心臟不受放化療毒性損傷、對
化療導致的肺和肝臟毒性可直
接或間接解毒、保護骨髓不受
化療藥物損傷，同時對放化療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野花牌
綠蜂膠適合接受過手術或正在
進行放化療的癌症患者，對自
身免疫力和治療效果的提升有
著重要作用，為患者爭取更多
治療機會的同時，也為進一步
治療提供了堅固的身體基礎。
加拿大衛生部天然品
NPN#80006418·美 國 食 品 藥
品 監 管 局 FDA 登 記 註 冊 #
10328566522
野 花 牌 綠 蜂 膠 (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
司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 站 ： www.royalnatural.
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休城工商

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本報訊)恆豐銀行經常性的舉辦各種
不同類形的講座. 例如之前有關健康保險,
防身安全及稅務方面。 。 。等等，房屋
貸款專題講座,吸引了很多僑胞前來聆聽
，歡迎提問，也豐富了僑胞的知識領域,
深受大家的歡迎.
該行本著一慣服務的宗旨將於八月十
二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半至十二點在十二
樓舉辦一項”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
題講座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內容為
1. 如何申請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買
房或降息/扺押重新貸款）
2. 如何避免申請房貸款，被銀行拒收
？
貸款有關特別注意事項：

1．新移民及特殊身份也可貸款
2．如何申請到最低利息及最好的貸
款
3．新的年度，新的市場，新的政策
，因個人的需求而有不同的貸款方式購房
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
潤為大家講解說明,高德潤女士有豐富的
貸款經驗服務熱誠又有耐心, 深受大家好
評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TX,
77036，Tel:713-596- 2812。歡迎舊雨新
知，踴躍參加，無需報名，無需費用，將
會提供現場問答,會後備有茶點招待及主
講人備有抽獎助興。
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機會難得請
勿錯過!

(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 品茶莫如到金冠

佛光山中美寺甘露灌頂三皈五戒
將於88 月 6 日及
將於
日及12
12 日舉行講習及典禮
（ 本報記者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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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佛光山泰華寺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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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護法信徒踴躍參加，同霑法益。
中美寺定於 8 月 12 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 舉行 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並於前
一週 8 月 6 日（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舉行三皈五戒講習。凡願意發心受三皈五戒，成為
正信佛教徒之在家男、女二眾，皆可報名參加。（ 複戒者請自備縵衣 ）, 並歡迎已皈
依/4 受戒者到場觀
請至中美寺服務台填寫報名或至中美寺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後 e-mail 回傳，並緻
交最近三個月內二吋相片二張。五戒報名截止日期： 8 月 5 日（星期六 ），典禮地點
： 佛光山中美寺（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Website:
www. Houston Buddhism.org

楊楚楓

春秋兩度話金冠， 雅室延香樂品茶。
洗滌塵心詩客醉， 唱吟焙茗勝流霞。
時光飛逝，自 2015 年 12 月 28 日鴻圖大展後，休市大型
酒家金冠，不經不覺之間，原來開業已有年半光景。本人祖父
孫三代，均是從事飲食行業。祖父於 1949 年解放前夕，在家
鄉廣東省石岐市開有 「洞天酒家」。家父則先在 1960 年到南
美洲秘魯國首 都利馬市創立 「中國酒家」，後在 1970 年來到
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市跟中山同鄉友人梁禮泉、梁溢安三人合

夥開有 「京華大酒樓」。待得
我稍後由港澳移民來美，追隨
父親步伐，與四弟攜手合作，
分別管理我楊家之 「楓林酒家
」及 「李家莊酒家」。自小難
忘老祖父及父親對我曾耳提面
命，言及經營酒家生意，是一
門十分艱辛的事業，要經常保
持食物新鮮、製作精良、水滾
茶香、招呼週到，是一門十分
高深的學問。先輩常常強調：
一間酒樓食肆若然在開張三個
月至半年之內，仍然屹立，基
本上而言，該酒樓 生意可以過
關，前途光明可期。而休市之
金冠酒家，正是本市酒樓食肆
中之表表者，為的是每逢路過
它位於百利大道獅子城大型商
場時，放眼望向正中央的金冠酒家，但覺門前車水馬龍，食客
進出不斷。
每逢週末，我不時都會跟親友到金冠酒家嘆壺熱茶、食碟
點心。往往一杯熱茶在手，我這個 「為食書生」便會天南地北
，浮想連天。 「茶興於唐而盛於宋」，在宋代，製茶方法出
現改變，給飲茶方式帶來了深遠影響。宋初茶葉多製成團茶、
餅茶，飲用時碾碎，加調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隨著茶品的
日益豐富與品茶的日益考究，人們逐漸重視茶葉原有的色香味

，調味品逐漸減少。
明代後，由於製茶工藝的革新，團茶、餅茶已較多改為散
茶，烹茶方法由原來的煎煮為主，逐漸向沖泡為主發展。茶葉
沖以開水，然後細品緩啜，清正、襲人的茶香，甘冽、釅醇的
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湯，更能令人領略到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縱觀飲茶風習的演變，儘管千姿百態，但是若以茶與佐料
、飲茶環境等為基點，則當今茶之飲主要可區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講究清雅怡和的飲茶習俗：茶葉衝以煮沸的水（或沸
水稍涼後），順乎自然，清飲雅嘗，尋求茶之原味，重在意境
，與我國古老的 「清凈」傳統思想相吻，這是茶的清飲之特點
。我國江南的綠茶、北方花茶、西南普洱茶、閩粵一帶的烏龍
茶以及日本的蒸青茶均屬此列。
二是講求兼有佐料風味的飲茶習俗：其特點是烹茶時添加
各種佐料。如邊陲的酥油茶、鹽巴茶、奶茶以及侗族的打油茶
、土家族的擂茶，又如歐美的牛乳紅茶、檸檬紅茶、多味茶、
香料茶等等，均兼有佐料的特殊風味。
三是講求多種享受的飲茶風俗：即指飲茶者除品茶外，還
備以美點，伴以歌舞、音樂、書畫、戲曲等。如北京的 「老舍
茶館」。
因為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出現了茶的現代變體：速溶茶、冰
茶、液體茶以及各類袋泡茶，充分體現了現代文化務實之精髓
。雖不能稱之為品，卻不能否認這是茶的發展趨勢之一。正是
順手寫來，皆成文章，下次大家身在金冠酒家時，當一杯熱茶
在手，也可以去咀嚼一下本人所推介的飲茶花式，定有一番情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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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啟建梁皇寶懺共十卷
七月廿三日起至七月卅日共八永日圓滿

見曇法師（ 右 ）頒獎給總功德主朱少聖
見曇法師（
會長（
會長
（ 左 ）。
見曇法師 （ 右 ） 頒獎給前會長
見曇法師（
頒獎給前會長，
， 現任
寶塔禪寺會長王修慧（
寶塔禪寺會長王修慧
（ 左）。

見曇法師（ 右 ） 頒獎給供養法會梁皇寶懺結緣懺
見曇法師（
本 100 本的功德主的王鳳閣
本的功德主的王鳳閣（
（ 左 ）。

恭迎主壇的見曇法師蒞臨法
會現場。
會現場
。

見曇法師（
見曇法師
（ 右 ） 頒獎給副總功
德主 Dr. Mark （ 左 ）。

此次梁皇寶懺，歷時八永日
此次梁皇寶懺，
歷時八永日，
，共由七位法師帶領拜懺
共由七位法師帶領拜懺，
，共
十卷，
十卷
，圖為信眾們於圓滿日法會上
圖為信眾們於圓滿日法會上，
，排班上前供養僧寶
排班上前供養僧寶。
。
位於中台禪
寺普德精舍
，中外信眾
，會聚一堂
，虔心拜懺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中台禪寺
普德精舍
住持見曇
法師捻香
拜佛，行
禮如儀。
禮如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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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頭公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
高永年夫婦攜帶孫子, 孫女參加德州本頭
高永年夫婦攜帶孫子,
公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
公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
。

德州本頭
公廟於西
曆 7 月 16
日熱烈慶
祝關聖帝
君 寶 旦,
旦,
上 午 11
時廟內居
士誦經。
士誦經
。

德州本頭公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舞獅助慶
德州本頭公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
舞獅助慶。
。

德州潮州會婦女組馬太太親切為參加本頭公廟慶祝關聖帝君
寶旦善男信女服務。
寶旦善男信女服務
。
農曆丁酉年六月二十四日為關聖帝君寶旦。
農曆丁酉年六月二十四日為關聖帝君寶旦
。
德州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主持, 李
德州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主持,
豪榮譽會長、
豪榮譽會長
、 孫偉根會長
孫偉根會長、
、 高永年
財政、
財政
、 許益明
許益明、
、 馬克通副會長等理
監事們向關聖帝君上香祈福。
監事們向關聖帝君上香祈福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德州潮州會麒麟龍獅團鑼鼓隊助慶。
德州潮州會麒麟龍獅團鑼鼓隊助慶
。

德州本頭
公廟於 7
月 16 日熱
烈慶祝關
聖帝君寶
旦, 李豪榮
譽會長及
善信們祈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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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Administration To Act Against
Alleged Chinese Trade Violat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tand up to China.
Senate Democratic leader Chuck Schumer
pressed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to skip the investigation and go straight to trade action against
China.
“We should certainly go after them,” said Schumer in a statement. Senators Ron Wyden of Oregon
and Sherrod Brown of Ohio also urged Trump to
rein in China.

Leverage for negotiations

President Trump walks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Mar-a-Lago in Palm
Beach, Fla., in April. (Photo/The New York Tim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ing a broad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adds to the risk.
move against China over trade, according to peo-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did not immediple with knowledge of its plans, amid growing ately respond to a faxed request for comment.
wor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a Chinese gov-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New York Times
ernment-led effort to make the country a global also reported that US trade officials are discussleader in microchips, electric cars and other cru- ing ways to counter piracy of copyrights and patcial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
ents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The move, which could come in the next several U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in a comdays, signals a shift by the administration away mentary in Tuesday’s Wall Street Journal, outfrom its emphasis on greater cooperation be- lined a slew of grievances against both China and
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n part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he said contributed t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become frustrated the global US trade deficit in goods of $725.5 bilby China’s reluctance to confront North Korea lion in 2016.
over it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Both China and Europe also bankroll their exThe trade case will focus on alleged Chinese vio- ports through grants, low-cost loans, energy
lations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cord- subsidies, special value-added tax refunds and
ing to three people with a detailed knowledge of below-market real estate sales,
the administration’s plans. The people spoke on among other means,” Ross wrot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the deliberations Under the process that the Trump
are not yet public.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set in moChina’s policy to become a leading manufacturer tion,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by 2025 in the fields of driverless cars, medical Representative will start an invesdevices, semiconducto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igation into China’s trade practice.
robotics and many other technologies has caught Following an investigation, which
the attention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could be completed in as little as a
The policy, known as Made in China 2025, sets few months, the US could impose
goals for China to be a global leader in ten fields steep tariffs on imports, rescind
of industry with the help of massive infusions of licenses or take other measures in
state mone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ose industries response to other countries’ burfrom American competitors.
densome or unfair restrictions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merican commerce. The process
demanded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ut the li- is known as a Section 301 investicensing fees that they charge for key patents, and gation, citing a section of the 1974
has insisted that companies set up joint ventures Trade Act.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US and other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busi- ton said in a statement to Reuters
ness groups accuse Beijing of unfairly nurturing that China “opposes unilateral acChinese competitors — in such fields as medical tions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in
equipment, renewable energy and electric cars — any form.”
by requiring foreign firms to hand over propri- The US president has long railed
etary technologies in exchange for being allowed against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to operate in China.
“Predatory trade practices, product
American com- dump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panies have lo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have
complained that taken millions of jobs and trillions
Chinese compet- in wealth from our country,” he
itors steal their said on the campaign trail last year,
technology and warning that if China did not stop
use it to compete its “illegal activities, including its
against
them. theft of American trade secrets and
Being forc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 will apply
hand over tech- countervailing duties until China
nology to gain ceases and desists.”

He said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alone would add millions of new American jobs
each year.
The Trump policy of cooperation began to founder after a crucial meeting in Washington on July
19 between top American and top Chinese officials,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nd trade
policy advisers said. That meeting, the so-called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talks overseen by the Treasury and the Commerce Departments, had been aimed at producing a series of
trade deals that could be portrayed as an “early
harvest” in the three months following President
Trump’s summit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last spring at Mar-a-Lago.
The two sides were unable
to agree on any deals that
went significantly beyond
what China had previously promis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oth sides
ended up abruptly canceling the news conferences
they had previously scheduled to discuss what we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their
accomplishments.
On Wednesday, three top
Democratic senators, in a
rare show of bipartisanship,
urged President Trum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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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s have not led to trade
sanctions since the WTO was launched in 1995.
In the 1980s, Section 301 tariffs were levied
against Japanese motorcycles, steel and other
products.
“This could merely be leverage for bilateral negotiations,” James Bacchus, a former WTO chief
judge and USTR official, said of a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be.
Some trade lawyers said that WTO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over investment rules such as China’s requirement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transfer technology to their joint venture partners, allowing sanctions to proceed outside the WTO’s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But Bacchus argued the US has an obligation
to turn first to the Geneva-based institution to
resolve trade disputes, adding: “There is an obligation in WTO to enfor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is not fully explored.” (Courtesy 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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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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