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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國際區主辦休士頓國際區主辦 「「賑災義演晚會賑災義演晚會」」
將於 10月 14 日在 「 國際區 」 越南寺廟舉行

圖為將舉行國際區賑災義演晚會的圖為將舉行國際區賑災義演晚會的 「「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 越南寺廟正門外觀越南寺廟正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17年8月22日休斯
頓社區學院（HCC）以奉獻，承諾和忠誠，工
作和服務35或40年的員工與其他長期僱員，一
起達成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里程碑，榮獲8月22
日 HCC 頒發的榮譽獎。 HCC 員工在 Bayou 市
活動中心的年度員工頒獎午宴典禮上獲得認可
。參加此次午宴儀式的員工總數約為350人，他
們為HCC服務5-40年。 HCC校長Cesar Mal-
donado博士讚揚了員工的奉獻精神。 “無論您
是將新技術融入課堂，簡化招生服務還是管理
房地產交易，擴大覆蓋面，您對HCC做出巨大
貢獻。” 九名受獎榮譽人員為 HCC 服務了 40

年，其他五名員工已經服務了35年。教授院長
梅麗莎•米勒 - 沃特斯（Melissa Miller-Waters
）告訴所有員工，“因為您的努力，HCC不僅
在當地或整個德州，而且在國內和國際上也是
高等教育的領導者。

HCC董事會主席Eva Loredo也表示對員工
奉獻服務的讚譽。她說：因為您們一致的努力,
使我們的社區更健康，更強大。因此，我們的
學生現和未來全部擁有無限可能的富足。你所
完成的是為什麼我們選擇成為公共教育體系的
一部分 - 因為我們想要有所貢獻。馬爾多納多
博士認識到員工，回顧了HCC就業第一年發生

的歷史
事件。
馬爾多
納多博
士說：

我們中很少有人能夠將自己的40年的榮譽生命
獻給一個單一的機構。當HCC40年前剛開始的
時候，吉米•卡特是總統。同樣在1977年，史
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茲尼
亞克（Steve Wozniak）也啟動其小電腦公司。
世界認可 HCC 的貢獻。 35 歲的員工 Annette
Lott說，HCC是我的生命。我愛我們的學生，
我感覺如此美好，我準備未來再工作35年。

HCC 權益辦公室經理 Roseann Morris 表示
，她在HCC 40多年獲得了巨大的回報。當你幫
助學生時，知道你在成功中做出貢獻，這是最
好的感覺。馬爾多納多博士指出，在過去幾十

年來，HCC發生了許多變化。你們中有很多人
一直在做出貢獻，他說。圖書館員史密斯說，
他感到有幸成為HCC家族的一部分。我生活中
有一段時間我以前通過撿棉花來生存。所以，
我現在深深體會到我從HCC工作中獲得的好處
和祝福。謝謝HCC。 “

“要了解更多關於“耶和華避難所”的信
息 ， 請 訪 問 ： www.missionofyahweh.org 關 於
HCC: 休斯敦社區學院（HCC）由15個卓越中
心和眾多衛星中心組成，為大休斯頓地區的不
同社區服務，為培育個人技能在日益國際化和
技術需求社會中的生活和工作做準備。 HCC是
全國最大的單一認證，開放入學社區學院之一
，提供副學士學位，證書，員工培訓和終身學
習機會。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hccs.
edu。

88月月2222日日HCCHCC以奉獻以奉獻 忠誠忠誠 和服務舉行頒獎午宴典禮和服務舉行頒獎午宴典禮
頒獎給服務年資頒獎給服務年資3535至至4040年的員工與長期僱員年的員工與長期僱員

哈維災後公益免費主題講座將於
這週六下午2-4：30 在中國人活動中
心大廳130 房舉行，地址：5905 Sov-
ereign Dr.,Houston, TX 77036。 此 次
活動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華夏學人協會和華裔聯盟共同主辦。
講座的主題有災後房屋汽車保險理賠

以及理賠訴訟， 如何申請FEMA， 災
後疾病醫療防控以及重建家園房屋地
板須知等。

主題及主講人一 楊德清 中國人
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從事保險業務 8
年 為大家講解房屋汽車理賠須知
主題及主講人二

休斯頓知名主任律師陳帆和從事
多年災後理賠訴訟的專業律師Henna
Ghafoor女士為您解答相關法律問題
主題及主講人三

休斯頓湘雅校友會理事，執業兒
科醫生劉娜將對災後傳染病的傳播預
防做一個專業講解；中國人活動中心

副執行長，川渝同鄉會副會長眼科醫
生陳卓將對災後心理健康做一個知識
科普。
主題及主講人四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HCA副會
長陸峻先生，休斯頓從業多年的大連
裝修師傅曲大瑋先生是這次哈維颶風
中英勇救護多人的志願者，他們將一
起和大家分享災後重建家園的注意事
項和相關知識。

當天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律
師團多名專業律師還將全天對災後相
關理賠做免費律師諮詢以及幫助個人
和企業向聯邦政府FEMA提出救濟申
請。

如此專業團隊的組合機會非常難
得，請大家轉發此消息給需要的人，
因坐位有限，請有需要的朋友預留時
間提前到達現場。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哈維災後公益免費主題講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一項由休士
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領導召集的 「
賑災義演晚會 」，昨天在李蔚華先生與
越南寺廟正式簽約後，已然敲定 「休士
頓國際區賑災義演晚會」 將於 10 月 14
日（星期六） 下午五時至八時，在位於
百利大道與 Howell Sugarland Rd. 交口附
近的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 正式
舉行。這將是一場融合休士頓各族裔針
對風災洪災的表揚及綜藝晚會。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 鄰近
中國城， 位於休士頓 「國際區」 內，華
人對該區應該並不陌生，沿百利大道西
行，在六號公路之前有一條 「Howell
Sugarland Rd. 」 路，沿該路左轉即華人
常聚集開會的 「雅苑」，右轉即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在右手邊。該越

南寺廟幅員寬廣，可容1500 人，除了廟
前方的空地有大片停車場，廟的後方有
三百個免費停車場。同時，該寺廟也積
極支持籌款救災義演，免費提供場地給
大眾使用。

「賑災義演晚會」 將分二部份，前
半部為表揚救災英雄，播映感人的救災
紀錄片。各族裔的救災英雄皆在表揚之
列。還有中外的文藝演出。中文方面將
以著名歌手張江的演唱為主。他是 「中
國好聲音」
那英組前六名，孫楠音樂總監，電視劇
歡樂頌歌曲演唱，他將於10 月14 日專程
飛來休士頓參與義演。張江也是著名詞
曲家吳曉萍{ 那一天 }MV 的演唱者。吳
曉萍作品{ 大愛無疆 } 曾獲 2012 年全國
原創作品詞曲唱金獎，當時的演唱者就

是張江，張江的歌聲在中國、休士頓擁
有很多 「粉絲 」 ，這次演唱將為許多張
江的歌迷一償宿願。 其他還有各族裔的
精彩演出，其主題皆圍繞天災與人類大
愛。

「賑災義演晚會」分 「籌備委員會
」 及 「顧問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
」 包括： 舞台設計、音響、節目、票務
、財務、主持、現場募捐、義賣。 「顧
問委員會 」 為主要捐款人，每人美金二
千元，目前已捐者包括： 李蔚華、Ste-
ven Le , 李雄，吳曉萍，胡蓉，及齊鐵生
（ 一千元 ） 。籌備會將贊助者分為：
贊助廠商及贊助社團，預計中外將有一
百個社團參與。目前已知 「賑災義演晚
會」 的入場券分為$100 ，$50 ，，$20 三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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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休士頓百年一遇的洪災另很多居
民蒙受重大損失。各行各業伸出援手,為受災群
眾提供援助。聯禾地產協同亞裔各專業個人和
機構提供災後重建服務中心,免費協助洪災受損
家庭方便快捷地接觸到各方面資源,快速低成本
重建家園,回歸正常生活。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為回饋社區,將提
供便利地理位置(中國城敦煌廣場二樓)作為免費
資訊中轉服務平台,聯合多族裔多語言多專業義
工人士和機構,為不同族裔受災家庭提供諮詢協
助,幫助社區盡快重建,恢復繁榮。

目前,RE/MAX United聯禾地產和地處敦煌
廣場附近 Aldelphi Retirement Management LLC,
Tran andSoRelle Law Firm 共同發起的聯合服務

中心已經有來自法律,稅務,
保 險, 銀 行, 地 產, 建 築, 和
FEMA 的專業人士提供義
務服務。語種涵蓋中文,英
文,越南文,韓文,西班牙文。
大力響應的機構有休士頓
地 區 僑 界 關 懷 救 助 協 會
(HTCCA ),味全公司提供飲
料小 點。歡迎更多專業機
構個人義工的加入!受洪災
影響的社群和個人,歡迎前
來聯合災後重建服務中心
諮詢。
服務期間: 2017 年 9 月 8

日 -2017 年 9 月 25 日,9:
30AM – 5:00PM, 一 周 七

天。
服務中心地點:9889 百利大道敦煌廣場

(Suite#118) 二樓 ,聯繫電話:(832)225-6846
服務內容(以下服務均為免費):
- 為義工和諮詢者提供面對面諮詢服務

平台,電腦,上網,打印,複印,電話
- 協助申請註冊FEMA賬申請號
- 我們可以講不同語種,協助翻譯
- 根據需求協助轉介予後援支持機構
號召義工:
如果您是以上方面專家,並且願意抽出幾

個小時時間來幫助受災民眾進行面對面諮詢協
助,或者您代表專業機構,並可以提供後援支持,均
請發郵件unitedhelpcenter9889@gmail.com , 我們

會統一安排您的義工時間;洪災受害家庭和個人:
歡迎您撥打諮詢電話:(832)225-6846 ;或光臨中
國城敦煌廣場二樓United Help Center聯合災後

重建服務中心尋求協助。
備註:本服務中心只提供信息資源和服務,不

進行物資捐贈,不涉及錢款來往。

哈維災後公益免費主題講座
將於9月9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130 房舉行

(本報訊)哈維災後公益免費主題講座將於9
月9日這週六下午2-4：30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
廳130 房舉行，地址：5905 Sovereign Dr.,Hous-
ton, TX 77036。此次活動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華
助中心， 華夏學人協會和華裔聯盟共同主辦。
講座的主題有災後房屋汽車保險理賠以及理賠
訴訟， 如何申請FEMA， 災後疾病醫療防控以
及重建家園房屋地板須知等。

主題及主講人一 楊德清 中國人活動中心副

執行長，從事保險業務8年 為大家講解房屋汽
車理賠須知

主題及主講人二
休斯頓知名主任律師陳帆和從事多年災後

理賠訴訟的專業律師Henna Ghafoor女士為您解
答相關法律問題

主題及主講人三
休斯頓湘雅校友會理事，執業兒科醫生劉

娜將對災後傳染病的傳播預防做一個專業講解

；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川渝同鄉會副會
長眼科醫生陳卓將對災後心理健康做一個知識
科普。

主題及主講人四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HCA副會長陸峻先

生，休斯頓從業多年的大連裝修師傅曲大瑋先
生是這次哈維颶風中英勇救護多人的志願者，
他們將一起和大家分享災後重建家園的注意事
項和相關知識。

當天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律師團多名
專業律師還將全天對災後相關理賠做免費律師
諮詢以及幫助個人和企業向聯邦政府FEMA提
出救濟申請。

如此專業團隊的組合機會非常難得，請大
家轉發此消息給需要的人，因坐位有限，請有
需要的朋友預留時間提前到達現場。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園藝講座─園藝講座─《《草坪和庭院的災後修復草坪和庭院的災後修復、、秋冬園藝栽培秋冬園藝栽培》》

【本報訊】時間: 2017 年 9 月 16 日 (周六)
，上午10:00am-12:00pm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
中心

主講人: 俞希彥老師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 (HCHC) 創辦人、Foliage
Concepts Inc. 負責人)

經過”哈維”颶風的水患後，不少家園受
到重創。如有幸躲過水災，卻看到心愛的草坪
和庭院因雨水的沖刷而損毀及雜亂時，應如何
為庭院災後修復或改造呢?

節氣三伏天己過，時序入秋，日照時間縮
短了，溫度也不再酷熱難耐，因此性喜全日照
但又懼怕陽光直射的草花，成為這個時期最適
合栽種的花卉。伴隨著第一波的寒流來臨，喜
愛園藝的朋友們 ”你”是否準備好了秋冬園藝
栽培?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次風災後對於廣大民眾
的影響特別與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合作
將於9月16日(星期六)上午在休士頓中國城美南
銀行總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草坪和庭院的災
後修復、秋冬園藝栽培》的園藝講座。休士頓
華人園藝協會(HCHC) 創辦人俞希彥老師將與
會眾們分享他從事庭院設計及植物栽種四十多

年的寶貴經驗，及應注意的事項。
俞希彥老師，退休前專業從事室內植物租

賃、設計、管理，以及庭園景觀建築設計與種
植施工，擁有40多年園藝經驗。退休後，成立
了華人園藝協會無私奉獻自身的專業知識與經
驗，熱心協助指導凡對園藝種植有興趣的朋友
們。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現場並備茶點招待。
舉凡有興趣參與的朋友及社區民眾歡迎踴躍參
與，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入座，以免
向隅。美南銀行(Member FDIC).連絡電話：
LingChuang 713-272- 5045 ( 中/英 文)， Fenny
Du 713-771- 9700或email : ling.chuang@swnbk.
com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連絡人微信號
：chouhwa, 電話：281-685- 5566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境內，提供全面的
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務。目前分行設立於
休士頓糖城、奧斯汀、達拉斯Plano、Richard-
son等地區。2017年9月將在達拉斯地區再新增
一家分行。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 www.swnbk.com。 總 行 地 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 9700

洪水無情人有情洪水無情人有情,,災後重建各族裔攜手前行災後重建各族裔攜手前行
UNITED HELP CENTER 聯合災後重建服務中心

敦煌廣場二樓的聯禾地產為災後聯合服務中心服務處敦煌廣場二樓的聯禾地產為災後聯合服務中心服務處((99月月88日到日到
99月月2525日日))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聯合休士頓僑界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聯合休士頓僑界
99//1717發起發起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面溫暖諮詢活動哈維災後重建全方面溫暖諮詢活動」」 歡迎受災民眾多加利用歡迎受災民眾多加利用

（ 本報訊）颶風哈維 HARVEY 近日來造成休士頓有
史以來前所未見的創傷及損失，災後的重建以及復原是淡
化的創傷唯一希望。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僑
界關懷救助協會將於9月17日(日)下午13時30分至16時30
分聯合休士頓各僑團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一場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位溫暖諮詢活動」，提供受災民眾目

前急需的各項實用資訊，包含淹水房屋除霉修繕、洪災保
險理賠申請、災後銀行低利貸款說明、災後法律及稅務諮
詢、洪災心理諮商等受災僑胞所需多元資訊，同時將邀請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 代表到現場提供諮詢服
務，提供即時協助。

風雨無情人有情! 哈維颶風為百年侵襲美國德州威力

最強的颶風，迄今已造成至少40人死亡，百萬人流離失所
，這段時間休士頓僑教中心感謝所有僑社以及僑領總動員
，出錢出力奉獻愛心，與受災僑胞站在一起共度難關。此
外9月17日下午該場諮詢活動，亦即結合各僑團以及各熱
心僑界商家力量，邀請裝修建築業、法律業、保險稅務業
、銀行業、醫學界、社工等專家及代表，於現場提供各項
災後重建所需資訊以及諮詢攤位，到訪受災民眾除可聆聽
講座，亦可就個人需求於各攤位直接諮詢，獲得即時協助
資訊，更有愛心廠商捐贈物資於現場發放提供受災民眾運
用，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前往參與，更歡迎各僑團加入當天
諮詢協助行列， 以實際行動溫暖災民的心!

【 本 報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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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超市9月1日到9月14日特價品
(本報訊)百佳超市打造良好購物環

境，讓您輕鬆選擇購物。我們希望可以
讓各地僑胞輕鬆品嘗家鄉味。更重要的
是，在美國這多元化社會大家能認識亞
洲多彩多姿的飲食文化。

百佳為客戶提供一個現代，舒適的
購物環境，在此您可以輕鬆選購我們多
元化的商品。為推廣以客為尊的經營理
念，百佳超市推廣服務各地華人。

百佳超市滿足您的需求，提供價格

合理、新鮮及優良商品。百佳超市提供
合理的價格但高品質的服務。週週提供
特價商品。百佳超市供應優良新鮮農產
品，肉類、海鮮類商品服務，冷凍食品
以及各式各類多元化日常商品。

本週9月1日到9月14日特價品：
游水大嘴鱸魚$11.99/磅、游水金山湯魚
$7.99/磅、游水荀殼魚$12.99/磅、生猛
響螺$4.99/磅、FQ 鰻蒲燒 2 盒$18.99、
岳海凍黃魚2包$7.99、日本南瓜$0.79 /

磅、大芋頭$.49/磅、日本地瓜$0.99/磅
、木瓜$0.99/磅、牛腩$2.69/磅、牛仔骨
$2.99/磅 、 大 雞 腿 $0.59/磅 、 豬 排 骨
1.59/磅 、 無 頭 鴨 1.99 /磅 、 牛 單 筋
$2.99/磅、紅翻天純鮮剁辣椒每瓶$1.99
、威健力麵每包$5.99、金蘭油膏 20 兩
瓶裝2瓶$2.99、素食調味料每包$7.99、
G7速溶咖啡$3.99/包。優惠商品售完止
！照片僅供參考。若因排版錯誤，價格
與商品以店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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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

民法上認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
久居住地,通常在美國境外的時
間不能超過六個月.按照現有的
政策,如果出境超過三個月以上
,入境時很有可能會在護照上加
註.如果綠卡持有者有可能在境
外停留超過六個月,最好要申請
有效期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
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

證(Reen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
照，一般兩年有效。第二次申
請通常一年有效。九一一以後
，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
過三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
詢出境事由。但持有白皮書一
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相對順
利。

美國移民局於 2008 年 3 月
5日公佈對回美證(Reentry Per-
mit)的新規定。凡申請回美證
(Reentry Permit)的人士，必須
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信息
提取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
人進行背景調查。移民局強烈
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成此
程序。申請人應該至少提前兩
到三個月提出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申請。有特殊情形須
加速申請回美證的申請人，需
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文
件，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
郵信封。移民法還要求在遞交
回美證的時候，申請人必須在
美國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
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
國超過四到五個月,但是來不及
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
人士,則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文
件:

1. 證明親屬關係紐帶：有
家人或親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
。如配偶的工作證明,報稅證明
,子女在美國的上學證明,成績
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
意：美國的雇主證明，美國生
意的執照等，報稅紀錄等。如
果離開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公
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件
和薪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
房地產所有權證書，房屋貸款
證明，銀行流水，信用卡使用
紀錄，會員證，車輛的所有權
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
的目的與動機：如離境半年以
上，是否有回美證。是否有任
何證據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特
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病，
照顧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

外居住超過一年，又沒有有效
的回美證，怎樣才能返回美國
？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
往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
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
份證明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
說明逾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
留的原因的證明材料。例如，
如果因健康的問題而無法返回
美國，需提供所有相關的醫療
記錄，例如病歷、醫院證明等
。所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
。如果是因直系親屬健康問題
而無法返回美國，須提供該親
屬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和親屬
關係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
安排與申請人面談。這一輪的
面談只是決定是否符合申請回
美簽證的要求。如果領事決定
合符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會
寄一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
，接下來需要等待第二輪的面
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
的所有材料後做出決定。在兩
輪面談中，都必須有證據證明
逾期逗留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
法控制的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於 2017 年 8

月28日宣布，自10月1日起，
職業移民申請身份調整（I-485
）將需要面談。

2. 川普總統8月2日週三發
表正式聲明，支持由阿肯色州
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和
喬治亞州參議員普度（David

Perdue）提出的“加強就業改
革美國移民”法案，Reform-
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簡 稱
RAISE。 ）其主要條款如下：
為了減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勞
工搶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
合法移民名額在十年內刪減一
半，由每年 100 萬人減為 50 萬
人。取消兄弟姐妹和成年子女
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子女申
請父母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
綠卡抽籤計劃。採取類似加拿
大和澳大利亞的“積分制”，
注重申請人的語言能力、教育
程度、工作技能、年齡、經濟
實力、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
來考慮綠卡申請。

3. 美國移民局於 7 月 24 日
宣布，恢復部分 H-1B 加急處
理服務。此次恢復加急處理服
務的 H-1B 申請要求雇主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非營利

研究機構」、 「政府單位的研
究機構」或其附屬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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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美國移民局 USCIS 7 月
19日宣布，凡在申請2018財政
年度 H-1B 的申請人中，未被
計算機系統抽中者，移民局已
將其申請文件全部退還完畢，
並在今年5月3日完成了所有被
抽中 H-1B 申請人的數據錄入
工作。如果您已在今年 4 月 3
日-4 月 7 日期間進行了 H-1B
申請遞件，但在7月31日之前,
即未收到來自移民局幸運抽中
的通知信（Receipt Notice）、
或也未收到未抽中的申請退還
文件包(returned petition)，請聯
繫為您辦理申請 H-1B 的律師
，或查詢移民局網站，了解您
的H-1B申請進展。

5. 旨在鼓勵外國企業家來
美創業的 EB-6 政策被推遲到
明年三月執行，並且很可能被
撤銷。根據2016年8月25日的
版本，符合資格的企業家可獲

得兩年的合法停留，且如果公
司運營良好，可再延長三年。
具體要求為：佔有初創企業至
少 15%的股份，並積極參與企
業的運營， 企業是過去三年以
內在美國創立的，而且 能證明
其企業在就業創造和商業發展
方面的潛力。可通過以下幾點
來證明其潛力：1. 企業獲得了
至少$345,000 來自合格的美國
投資者的投資，該投資者要有
投資成功的先例；2.獲得來自
聯邦、州、或本地政府至少
$100,000 的獎勵或者撥款；或
者3. 以上兩點滿足一點或者兩
點，並且其它任何可以證明該
初創企業能夠快速發展和就業
創造潛力的其它可靠證據。然
而新政府認為，此政策會剝奪
美國公民的就業機會，因此建
議推遲甚至撤銷該政策。原文
鏈接為：https://www.federal-
register.gov/documents/2017/
07/11/2017-14619/internation-
al-entrepreneur- rule-delay-
of-effective- date

6.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移
民表格全面改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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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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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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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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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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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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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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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捐贈三百人份食物捐贈三百人份食物
給救災連續工作給救災連續工作2424 小時的警察小時的警察

圖文：秦鴻鈞

（本報記者秦鴻鈞）曾於去年十月下旬在
美南電視主持 「掌中奇門 」節目的台灣命理
界泰斗---- 命理界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獎
得主金凱老師，本月重回休巿，完整他去年因
父病匆匆返台的錄影計劃，也與休士頓觀眾再
續前緣。由他主持的 「掌中奇門 」 節目，將
於下週一（ 九月十一日 ）晚間七時半起隆重
登場，至十一月底為止。

這次金凱老師重返休市，除了在美南電視
「掌中奇門」 節目，與休市觀眾再續前緣外

，還帶來三項講座，包括將於9 月23 日（ 星
期六 ） 舉行的 「生命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
講座」 外，還有 「生命秘數的課程」 及 「
超級陽宅的課程」。現分別介紹於下：

（ 一 ） 生命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座
：金凱老師將於 9 月 23 日，星期六，早上 10
點到 12 點，在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舉辦一
場生命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座。

（ 二 ） 生命秘數的課程：9月30日 跟10
月 7 日兩天，從早上 8:30 到 12:30 在 Interna-
tional trade center 上生命秘數的課程；

課程摘要：
每個靈動數的神祕意義
生日秘數的結構算法
數字多寡及缺數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
每個生命靈動數的特質優點與缺點
後天數與生日秘數的特質
如何從自己的後天數知命掌運
如何從生命秘數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缺數與行運及對健康的影響
雙層後天數與卓越數
九宮生日秘數12種連線分析
如何運用色彩及數字能量改變人生
用生日秘數分析流年、流月運勢
數字論吉凶
課程特點：
(1). 這個課程是最完整的課程。(2). 此為金凱
老師特別課程，絕無僅有，機會難得。(3). 金
凱老師用科學方法，將課程精華濃縮為8小時
，僅收費250美金。(4). 每個人一出生就帶著
一組個人專屬的生命秘數來到這個世界，你必
須去解開這個密碼所帶給你的神秘力量，以及
對你人生的影響，你不可不知道。(5).上完此

課程，你可以知己知彼
，無往不利，跟家人、
朋友、同事相處，業務
行銷 …，你的人生將受
益無窮。

（ 三 ） 超級陽宅的
課程：10月14日，21日
，28 日三天，同樣從早
上8:30 到 12:30 在 Inter-
national trade center 上超
級陽宅的課程。
課程摘要：
如何選擇一個未來可以
旺27年的旺宅旺店
如何選擇旺店
如何佈局一個旺店
如何選擇旺宅
如何佈局一個旺宅
安門與安神位之財官丁
如何利用命卦避減災禍
課程特點：
1. 整個課程內容，外面的老師收費至少在10,

000美金以上。2. 上課所需時間至少 1 年。
3. 金凱老師用科學方法，去蕪存菁，將課程
精華濃縮為 12 小時，易學易懂，不須基礎
，任何人都可以聽得懂，僅收費600美金。
4.上完此課程，學生的陽宅功力，已到達職
業水準。5. 買房租房，看風水，佈財局，不
論自家、店面、辦公室……自己就可搞定。
6. 此為金凱老師特別課程，絕無僅有，機會
難得。

金凱老師除了在台灣命理界享有興盛名外
，他還有30 幾年外商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
，及得過全球總裁獎，相信以他個人的人生
體驗及對命理的素養，必然對所有觀眾的人
生規劃及視野有所啟發，敬請屆時準時觀賞
，並歡迎來電。

金凱老師，本名陳學彥，是紫陽門派在台
灣的第四代弟子。道號毓晉子，來自台灣台
中。金凱老師在命理方面的主要經驗如下：
中華周易地理協會---監事兼永久會員
九天武術開運中心---命理學家
台中市星象易理堪輿協進會---理事
台中市星象易理堪輿協進會---姓名學/八
字/易經卜卦/陽宅堪輿 專業顧問
中國杭州伯洛納諮詢顧問公司---命理學家
中華星相易理堪輿師協進會---會員
大台中星相堪輿堪輿職業工會---會員

廈門命理公司---命理顧問
東南亞命理公司---命理顧問
三引易經開運堂---負責人
豊顏人生規劃諮商中心---執行長

金凱老師的經驗非常特別，命理方面他得
到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獎，除了命理以外，
他的經營管理的功力非常高，有30幾年外商
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曾經服務過的外商公司
包括美商公司，英商公司，德商公司與澳洲公
司，他在美商集團時也得過全球總裁獎，也是
台灣一家上市公司集團的CEO退休，基於這
兩種因素的結合，老師也幫很多人做生涯規劃
。

老師這次來到休士頓，跟各位觀眾朋友結
緣，幫觀眾朋友們回答你們的各種問題，老師
經驗豐富，足跡踏遍台灣、中國、東南亞。這
次來休士頓，節目中老師主要是用奇門遁甲來
回答各位觀眾朋友的問題，不管你們有什麼問
題，請不要客氣，拿起你們的電話打進去，但
是也要跟各位朋友先說一聲抱歉，因節目時間
的限制，老師只能給你一個方向跟指引，有些
問題可能沒辦法在節目中回答得很深入，如果
觀眾朋友們有需要了解的更詳細，請你在節目
過後再打電話跟金凱老師的助理約時間，或者
節目中打不進去的觀眾朋友，或者有些不方便
在節目中問的問題，也請在節目過後，直接打
電話跟金凱老師的助理約時間。

報名上課，請電（832）643-9864 預約。

金凱老師金凱老師（（ 右右 )) 主持的美南電視主持的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掌中奇門」」 節目節目，，將於下周一將於下周一
晚七時半隆重登場晚七時半隆重登場（（ 左左 ））為其助理珊珊為其助理珊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從上巿公司集團的從上巿公司集團的CEOCEO到命理界到命理界20152015 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
金凱老師主持美南電視金凱老師主持美南電視 「「掌中奇門掌中奇門」」 節目節目，，將於下周一晚七時半隆重登場將於下周一晚七時半隆重登場

這次休士頓
遭逢百年不遇的
洪災，所有人都
在盡己之力廣伸
援手，出錢出力
。休士頓第一名
廚--- 「鳳城海
鮮酒家」 的馮海
老闆（ 圖中），
也概然捐贈三百
人份的食物給不
眠不休連續工作
24 小時的警察，
（ 圖右一，右二
） 為馮老闆子女
，（ 左一，左二
） 為休士頓警察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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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挺住德州挺住，，我們與你同在我們與你同在
iTalkBBiTalkBB蜻蜓為災區華人提供免費國際通話服務蜻蜓為災區華人提供免費國際通話服務

今年 8 月下旬，哈維颶風開
始肆虐德州，給美國第四大城市
休斯頓帶來史無前例的洪水，降
雨可達50英寸，媒體稱其為“里
程碑式”的自然災難。

隨著災情逐漸加重，很多人
打電話求救，但是因為求救的人
數眾多，即使 911 也不能及時接
通電話。 8月27日，休斯頓被困
的當地華人和美國當地民眾開始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消息，呼籲大
家打電話通知相關機構救援。
iTalkBB蜻蜓為德州華人提供免費
國際電話服務

為了緩解受災地區電話不通
的問題，並為華人提供更多援助
，iTalkBB蜻蜓第一時間採取行動
，為休斯頓地區受災的用戶提供
免費無限撥打國際長途服務，讓
他們能夠時刻與中國及其他海外
親友保持緊密的聯繫：

即日起至 9 月 15 日，洪災地
區的用戶可前往，iTalkBB蜻蜓休
斯頓店面，免費撥打國際電話！
可至全球29個國家/地區（包括中
國大陸， 台灣，香港）
iTalkBB 蜻蜓-休斯敦店地址：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Q, Hous-
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對面）
營 業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日,10:
30am-7:30pm
電話號碼：(832) 203-6006

另外，受災地區的非用戶，
可下載iTalkBB App，輸入優惠碼
“ustx17”，可獲得免費國際通話
60分鐘！

您可以掃以上二維碼下載
iTalkBB App，或者在 Apple App
Store和Google Play輸入“iTalkBB
”搜索並安裝App。

另外，iTalkBB蜻蜓家庭電話
服務設有“來電轉移”功能。用

戶可以選擇轉移所有來電到自己
的手機號碼上，以避免漏接重要
來電。洪災後，為了不錯過親友
打到家裡的電話，iTalkBB蜻蜓用
戶可以通過此功能，與親人好友
隨時保持聯繫。

秉承著"為海外華人提供更美
好生活"的企業精神，iTalkBB 蜻
蜓除了為海外華人提供經濟便捷
的家居電話和中文電視的服務外
，一直竭盡所能實現企業社會責
任的最大化。從汶川大地震到雅
安地震，再到加拿大艾伯塔省森
林大火災，包括此次的哈維洪災
，iTalkBB蜻蜓義不容辭，與所有
的華人朋友在一起。

了解iTalkBB蜻蜓更多詳情，
請登陸 www.iTalkBB.com 或撥打
24 小 時 中 文 服 務 熱 線
1-877-482-5503。

（本報記者黃梅子）哈維颶
風剛剛過去，有些朋友的家或商
店被水淹沒，一切都要從頭再來
。其實，也許這是命運給你一個
暗示，讓你完全放下包袱，另闢

蹊徑，開始一個新的人生！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機會，到思科網絡
學校學習，成為一個網絡架構師！思科網絡工程師今天新班開課
了！這一期的幸運兒經過3-6個月的學習和訓練，將加入年薪10
萬美元的行列！聽起來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世界上有時候就
是有這樣的好事好項目，機遇是稍縱即逝的。據哈佛大學研究顯
示，每個人一生要出現7次決定人生走向的機會，25歲以後開始
出現機會，每7年出現一次，但第一次機會出現的時候太年輕，
75歲以後出現的已經太老沒意義，所以每個人可以利用的機會是
5次，這5次機會又有2次會不小心錯過，所以實際上每個人一生
中能抓住的能夠改變命運的機會是3次。思科網絡工程師培訓班
就是這樣一個機會，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想發財，沒有人不想成功。可
現實是，如果你入錯了行，你永遠都不可能成功。所以，抓住時
代的脈搏，抓住機遇，選對行業，太重要了！其實，不是每個人

都適合創業的，大多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行業，好的項目，好
的團隊，自己加入其中，一切就進行良性的運行當中，一切都在
掌握中。這樣風險可以控製到最小，而收益可以最大化。現在，
就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學習3-6個月，就能成為Cisco網絡工
程師，年薪達到10萬美金！

Lanecert.com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校
，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5月21日已經正式開課了！剛一開學就
有十來個休斯敦的學生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只恨自己早不知道
這個機會！是的，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GPA不
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以沒有
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LaneCert.com的Cisco網絡工程師培訓
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LaneCert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培訓機構是一個網絡工
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經驗
，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技術區域
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人
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Cisco互聯網專家CCIE只有1萬人，而
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培訓機構作為
一個專業CCIE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Cisco專家培訓，在

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書，十萬
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
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LaneCert最大的優勢！
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
，Cisco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

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
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幫助你在3到6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個
工作！其三，Lane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在考試技巧上有獨
到之處！如果您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承諾免費
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Lane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
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僱傭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只有這一次，你，想要抓住嗎？
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
費學習。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份、或者對現
有工作不滿意，請來Lane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
的機會，世界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832-539-3333；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思科網絡工程師今天新班開課思科網絡工程師今天新班開課！！
----抓住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抓住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十萬年薪不是夢十萬年薪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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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右起右起））李瀚唐先生的夫人壽華李瀚唐先生的夫人壽華、、女兒及女兒及 「「 中華總商中華總商
會會」」 會長孫鐵漢會長孫鐵漢，， 「「 華夏中文學校華夏中文學校」」 校長黃玲校長黃玲，， 「「
安徽同鄉會安徽同鄉會」」 會長方盛在大會上會長方盛在大會上。。

（（ 右起右起））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 「「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會長張玉誠、、前會長李秀嵐前會長李秀嵐、、
「「 川渝同鄉會川渝同鄉會」」 會長李海濤會長李海濤，， 「「 東北總商會東北總商會」」
會長高緒春在大會上會長高緒春在大會上。。

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 左起左起）） 「「 東北總商東北總商
會會」」 執行長齊鐵生執行長齊鐵生、、 「「 天津同鄉會天津同鄉會」」 會會
長陳亭長陳亭、、 「「 上海聯誼會上海聯誼會」」 會長陳皙晴在大會長陳皙晴在大
會上會上。。

「「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 九月二日正式啟動九月二日正式啟動

UMCUMC 的常務董事經理的常務董事經理// 中國區生產中國區生產
與管理李瀚唐先生與管理李瀚唐先生（（ 立者立者）） 在大在大
會上發表高見會上發表高見。。

在召集人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在召集人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先生宅邸的會議現場華先生宅邸的會議現場。。

「「 東北總商會東北總商會」」 執行長齊鐵生執行長齊鐵生（（ 左一左一 ）） 表示表示
：： 華人同胞聚集大批物資到救災站華人同胞聚集大批物資到救災站，，改變華人形改變華人形
象象。。

（（ 左起左起 ）） 「「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副執行長王曉霞副執行長王曉霞，，吳長璐校吳長璐校
長長，， 「「 河南同鄉會河南同鄉會」」 會長張燕曉分別發表對救災的感想會長張燕曉分別發表對救災的感想，，
認為華人在美形象愈來愈好認為華人在美形象愈來愈好。。 全體出席籌備會的社團代表合影全體出席籌備會的社團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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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臺灣長春會9月份中秋節聯歡會暨慶生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長春會副會長許碧珠在中秋節長春會副會長許碧珠在中秋節
聯歡會高歌一曲聯歡會高歌一曲''家後家後""

長春會會長柯志佳表揚北美月刊長春會會長柯志佳表揚北美月刊
的總編輯黃子端會友的總編輯黃子端會友，，因北美月因北美月
刊自創刊刊自創刊 19971997 年年 1212 月開始至去月開始至去
年年20162016年年1010月止共月止共1818年又年又1111個個
月月，，這長期的奉獻這長期的奉獻，，值得大家來值得大家來
嘉獎嘉獎

簡永謙等會友參加長春會簡永謙等會友參加長春會，，
輕鬆愉快輕鬆愉快，，元氣活潑元氣活潑。。老朋老朋
友相見敘歡友相見敘歡，，認識新朋友益認識新朋友益
喜樂喜樂！！

林翠梅林翠梅、、謝文山謝文山、、謝勝男謝勝男、、吳美瑢吳美瑢
熱心志工為會友辦理報到手續熱心志工為會友辦理報到手續

張闕桃張闕桃、、吳美瑢等排舞班表演吳美瑢等排舞班表演Lino DanceLino Dance

長春會會長柯志佳報告長春會會長柯志佳報告
會務會務、、並感謝所有熱心並感謝所有熱心
志工的協助志工的協助，，使得月會使得月會
圓滿順利完成圓滿順利完成。。

長春會會長柯志佳長春會會長柯志佳、、副會長許碧珠及政府副會長許碧珠及政府
官員一起祝賀九月壽星官員一起祝賀九月壽星：：江淑芸江淑芸、、李克溫李克溫
、、何麗珍何麗珍、、孫曾城孫曾城、、吳美瑢吳美瑢、、陳啟宗陳啟宗、、許許
英鶴英鶴、、劉國泰劉國泰、、蔡瑞聲蔡瑞聲、、魏主成魏主成

台北經文處陳偉玲秘書撥空台北經文處陳偉玲秘書撥空
參加參加,,並兼做行動領務並兼做行動領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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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跨境電商市場增長迅猛 全球市場前景被看好
綜合報導 近年來，中國跨境電商發展迅猛，

2016年，交易總額已達6.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近23%。

任內首次到訪中國的PayPal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Dan Schulman6日在深圳表示，目前中國市場已經

成為PayPal在全球發展最為迅速的市場之壹。他對

中國商戶拓展全球業務的決心以及跨境電商行業所

擁有的巨大發展潛力深具信心。

作為全球領先的開放性電子支付平臺，Pay-

Pal擁有超過2.1億活躍用戶和1700萬簽約商戶。

6日於深圳舉辦的第六屆PayPal 中國跨境電商大

會，吸引了700多名跨境電商商戶、政府代表及

行業嘉賓，共同探討中國跨境電商所面臨的新

機遇和新挑戰，展望中國跨境電商行業的未來

發展。

記者在會上了解到，與近年傳統外貿增長放緩

形成鮮明對比，中國跨境電商成為拉動進出口貿易

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根據艾媒咨詢的《2017年第壹

季度中國跨境電商市場研究報告》，2016年，中國

跨境電商交易總額達到人民幣6.3萬億元，同比增

長近23%。

Dan Schulman在會上強調了中國市場對於Pay-

Pal的重要性。他表示，根據PayPal-Ipsos今年發布

的《第三屆全球跨境貿易報告》，中國在2016年首

次成為全球網購消費者最喜愛的跨境購買地。

去年，31%的PayPal全球消費者用戶曾經在中國網

站購物；而在PayPal全球交易渠道中，規模最大的

是中美交易渠道，即美國消費在中國商戶網站上進

行的購買。

PayPal北亞區副總裁兼總經理胡柏迪則表示，

在“壹帶壹路”倡議不斷推進、中國企業“走

出去”步伐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中國跨境電商

在全球市場內的發展前景樂觀。他透露，到

2021年，全球跨境電商銷售總額預計將達3萬億

美元，其中，中國在線跨境交易額占比將達到

40%。

據介紹，PayPal在加強核心業務，為用戶提供

壹站式的跨境收付款解決方案的同時，還不斷擴大

相關服務，為商戶業務發展提供更強大的支持。在

今年的跨境電商大會上，PayPal為中國跨境電商帶

來了快速情景支付和PayPal商戶微信賬號等兩項全

新推出的增值服務，以進壹步

幫助中國商戶提升業務競爭

力。其中，全新推出的商戶

微信賬號功能，將允許中國

商戶在“PayPal外貿幫”微信

公眾號內綁定自己的 PayPal

商家賬戶。通過簡單操作，即

可輕松地在公眾號菜單欄中查

詢 PayPal 賬戶余額及交易明

細，方便商戶隨時隨地掌握賬

戶動態。

“經過近十年的飛速發

展，中國的跨境電商已日漸成

為拉動進出口貿易的主力增長點。”胡柏迪表示，

“PayPal始終關註中國商戶在跨境業務中所面臨的

挑戰與需求，我們希望通過全新推出的增值服務，

幫助中國商戶更好地解決交易轉換率和資金管理等

現實問題。”

高速現代交通網
撐起粵港澳大灣區“黃金大通道”

綜合報導 從事科技行業的香港居民

程竟成每個月都會自駕車，通過廣深高

速或虎門大橋往返穗港兩地。他稱目前

往返香港和內地的交通渠道有很多，隨

著明年廣深港高速鐵路的全面通車，香

港至廣州只需要48分鐘，相信港人來往

內地將會變得更為便捷。

無獨有偶，澳門居民陳仁在珠海前

山開設公司，每周都往返珠海和澳門，

“我到達珠海拱北口岸再換乘出租車，

15分鐘車程可到公司，現在還可以騎共

享單車，從澳門家中到珠海公司僅需1

小時”。

交通是城市間運送人流、物流的重

要通道，綜合交通帶動城市群發展。國

際壹流灣區如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

東京灣區等，都強調形成高效便捷交通

網絡的重要性，灣區內部實現1小時內

通達。其中，東京都市圈地下軌道交通

線有14條，東京灣沿岸形成6個港口首

尾相連的港口群。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

框架協議》於今年7月在香港簽署。開

啟“粵港澳大灣區”時代，將優化高速

公路、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網絡布局，

推動各種運輸方式壹體高效。同時，強

化城市內外交通建設，便捷城際交通，

共同推進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

鐵、粵澳新通道等項目建設，打造便捷

區域內交通圈。

打造輻射海內外綜合交通體系，將

成為大灣區的重點。粵港澳城市群間逐

步建立起以軌道交通為主的發達網絡，

往返灣區之間的公路、航運、航空等交

通系統也日益密布。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腹地的廣東，自

2013 年起，不斷加快交通基礎設施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對外交通運輸網絡逐

步形成。

在公路方面，通車多年的廣深

高速、廣珠東西線等構成縱向骨架，

在建的虎門二橋、深中通道、港珠澳

大橋等，架起橫向“黃金走道”，此

外，廣東和越南實現國際道路直達運

輸；鐵路網方面，已經建成廣深、廣

珠城際、京九、廣九直通車等，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深茂鐵路、廣汕高鐵

等正在建設。粵港澳地區城市間有望

實現半小時生活圈。

同時，廣東擁有廣州白雲國際機

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珠海金灣國際

機場等，加之香港國際機場和澳門國際

機場，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世界上客貨吞

吐能力最大的空港群，同時，廣東港口

共開通國際集裝箱班輪航線291條，國

際航線基本覆蓋全球大部分國家。

珠江三角洲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以

深圳為代表的珠江口東岸與以珠海等珠

江口西岸的發展呈現“東強西弱”的格

局，與香港交通聯系不便是影響珠江西

岸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壹。目前，連

接珠江口東西岸的數條大通道已經在建

或即將開工，港珠澳大橋、虎門二橋和

深中通道等大通道將撐起粵港澳大灣區

的“主心骨”。

預計2017年開通的港珠澳大橋已成

為世界矚目的大型交通建設項目，建成

後將會成為世界上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

組合公路，屆時，珠江西岸的澳門、珠

海到香港的時間將會縮短為1個小時。

目前，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主體建築結

構正式封頂。

路通則財通，以廣深高速為例，20

年來車流量的快速增長，2016 年日均

出口55.06萬車次，促進廣州、東莞、

深圳及香港 4地的經濟貿易往來及社

會發展。

在建的、橫跨珠江入海口的深中通

道則是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和粵港澳大

灣區之間的交通紐帶。深圳是中國科技

創新中心，東莞是全球IT制造業重地；

珠海毗鄰澳門的經濟特區，中山是家

電、服飾、燈飾等制造基地，江門及粵

西地區具有後發優勢。深中通道的貫

通，無疑將促進大灣區核心區—珠江兩

岸產業互聯互通。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思康

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隨著基礎設施建設

壹體化、通關便利化的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前景無疑可比肩紐約、舊金山、東

京等世界頂級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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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廚師學校制作超大份鱷梨沙拉醬欲破世界紀錄西哥廚師學校制作超大份鱷梨沙拉醬欲破世界紀錄

英英““黑白配黑白配””姐妹上中學姐妹上中學
媽媽提醒校方她倆是雙胞胎媽媽提醒校方她倆是雙胞胎

Marcia和Millie這對罕見的黑白雙胞胎姐妹如今要上中學了，而她們的老師絕對不會將她們
認錯。

加拿大國家博覽遊園會熱鬧非常賽加拿大國家博覽遊園會熱鬧非常賽““廟會廟會””

99月第壹個星期壹是加拿大勞動節月第壹個星期壹是加拿大勞動節。。在多倫在多倫
多舉行的持續多舉行的持續1818天的天的20172017年加拿大國家博覽遊年加拿大國家博覽遊
園會園會（（CNECNE））於當地時間於當地時間99月月44日結束日結束。。CNECNE以以
豐富的遊戲豐富的遊戲、、表演表演、、集市集市、、農畜展覽農畜展覽、、文藝體育文藝體育
展覽和航展等吸引大批民眾前來度過勞動節小長展覽和航展等吸引大批民眾前來度過勞動節小長
假假。。這壹已有這壹已有138138年歷史的博覽遊園會是北美規年歷史的博覽遊園會是北美規
模最大模最大、、最為悠久的年度綜合展會之壹最為悠久的年度綜合展會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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