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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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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休士頓太空人在第7戰以5比1擊敗洛杉磯道奇﹐
拿下隊史55年以來第一座世界大賽冠軍﹒為慶祝
太空人封王﹐迎接英雄回家﹐休士頓3日市區將舉
行大型慶祝遊行﹐吸引成千上萬球迷瘋狂歡慶﹐全
城瘋狂﹒

時 事 剪 影時 事 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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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張源參加華裔張源參加First ColonyFirst Colony 社區委員會競選社區委員會競選
被HOA 嚴重騷擾的居民不再沈默，首位華人站出來了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凡在First Colo-
ny 居住過的人無不有被HOA 嚴重騷擾的經驗
，早已是民怨沸騰。這些在美國忙於工作，成
天在職場衝鋒陷陣的人，實在很難想像這世界
上有這麼一群人，成天貼在你家後圍牆找碴，
這些 「拿著雞毛當令箭 」的人，經常對當地
的居民開刀---- 坡道上有幾道小裂縫，整個
坡道要重修，颱風過境一下，整排圍牆要換新
，尤有過者，明明已換了三年的後（鐵 ）門
，三年後才開單來說超過標準高度一吋。其他
諸如某Town House的後院，白色粉木板牆上
的電線沒有刷成白色，也要你重新刷漆。First
Colony 區的居民僅管已弄到民怨沸騰，仍是
守法一族，敢怒不敢言，有的人乾脆一搬了之
，搬到 Houston 數年，重未被騷擾，日子過得
輕鬆愉快，也不用擔心HOA 的人成天貼著你
家後門找碴，日子過得心驚膽跳。如今有一位
華人張源，資深土木工程師，他決定奮起反抗

，為當地居民爭權益，勇敢的跳出來參選
First Colony 的社區委員，希望所有的華人在
今年11 月28 日前 （ 現在已開始投票 ），團
結起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投張源一票！讓他
為華人發聲！為社區的公益發聲！

我叫張源，英文名 Yuan (Justin) Zhang。
我正在參加First Colony 的社區委員會競選，
請同胞們投我一票。

長久以來，First Colony 社區被幾家大公
司的代表控制著，這些人不在乎普通居民的利
益，經常欺侮我們普通居民。去年通過的
Cracked-Driveway Rules 就是典型例子。很多
鄰居因為坡道上有少量的裂縫，就被迫花重金
重修坡道，不願意的就被HOA威脅罰款。我
本人是資深土木工程師，我知道這種重修是完
全沒有必要的。在被HOA威脅後，我開始了
對坡道問題的調查，結果發現了很多非常黑暗
的事實。

首先，我發現HOA自己的坡道和停車場
就有很多的裂縫和補丁。隨後的調查證實，我
們社區委員會的主席，Conley 先生，自己就
有一塊嚴重破損的坡道。他的家也不在 First
Colony， 他是做為 Fluor 公司的代表當選為
HOA 的主席的。之後我又去 Fluor 公司查看
，這家公司同樣有成百上千的寬大裂縫和補丁
。事實很清楚了，坡道裂縫只是藉口，實質上
，我們普通居民是被這些人算計了。我決定奮
起反抗，為普通居民的利益抗爭。

華人鄰居們，如果您住在First Colony, 請
投我一票。我們必須聯合起來，才能保護我們
的權益。在我的調查中，我發現中國人和印度
人被迫重修坡道的特別多。絕大多數人對此逆
來順受，不敢反抗，助長了HOA 的囂張氣焰
。我曾見過一位退休移民大姐，談話中幾乎要
哭出來，她反復被HOA 騷擾，僅坡道就白花
了6000 美元重修。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勇敢

地保護自己的權利，否則是沒有人會同情我們
的。

這些大公司為什麼能控制HOA 呢？我發
現了它們的秘密。象Fluor 這樣的大公司，擁
有大片土地，因此擁有高達313票的投票權。
普通居民是無法在競選中戰勝這樣的對手的。
當HOA拒不告訴我們這些真相時，尤其如此
。這就是他們完全不顧普通居民的感受，肆意
妄為的原因。

今年我做為華人第一個站出來了，希望今
後我們華人圈不要沉默，大家都要站出來為公
益發聲。我為 First Colony 的華人圈建了一個
微信群，希望大家踴躍參加，以期未來能統一
行動，這些HOA的人將不敢欺侮咱們。

我 的 email 地 址: justin.savedrive-
way@gmail.com; Phone: 281-785-7014

由文化部贊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台灣書院及旅居休士頓多年的知名畫
家劉昌漢(Charles LIU)共同策畫的一場結合科
技、光雕、與音樂的精彩藝術饗宴： 「械動
影 (Psychic of Light)—台灣本土信仰新科技藝
術展」將於11月15日以及16日晚間在休士頓
糖城市政府前廣場舉行，呈現台灣當代藝術
生動燦爛的一面。

此次的作品 「械動影」是跨領域結合多
種展演形式，由剛剛榮獲威尼斯影展首屆
Best VR Experience最佳體驗大獎的台灣當代
藝術家黃心健教授所執導，團隊包括藝術家
陶亞倫、連俊傑、曹筱玥、楊政等人。作品
利用即時電子音樂創作、機動裝置與影像
mapping技術，呈現一場跨越民俗、電音與影
像的另類視覺體驗。

「械動影」類似一個劇場，又有如燈光
秀，更是音樂即興表演，作品所挪用的符號
堆疊，不只體現數位時代人們所體驗的日常
，在大數據（Big Data）的時代，訊息淹沒著
我們的生活，光怪陸離的傳言與正確的知識

難以界分，乃至於訊息交織與越行複雜化，
作為一個豐富文本的閱讀可能， 「械動影」
將各式的數據（Data）不斷轉換，從即時音樂
變成影像，將意念轉化成聲光視覺，錯置的
視覺語彙讓傳統經驗與記憶混雜在年輕世代
與虛擬世界的投射之中，全場電子音樂的即
興表演也同時是混置人工（artificial）聲音的
不斷累積，重複的節奏中轉化出延伸的組曲
，而透過mapping的技術，將影像投影於巨型
充氣裝置，創造出龐然大物的幻覺，也帶有
皮囊的概念，似乎暗指著人生作為一個龐大

的空洞，中斷穿插的文字顯現，關於
欲望的投射，以一種許願樹之姿，宣
告普羅大眾。

「械動影」也可被視為對傳統文
化的重新詮釋，將虛擬美學與新科技
轉譯出屬於新世代的可能發展。另外
，以表演的場域來論，糖城市政府前

廣場設置此大型聲光音樂表演與巨型充氣裝
置的搭配，將觀者拉進虛擬的神祇世界，儀
式性的祭典穿插3D影像的空間錯覺，一定能
將嶄新的視覺感受帶給觀眾。
展演時間：
2017年11月15日 6:30 PM 演出
2017年11月16日 6:30 PM 演出
地點：Sugar Land Town Square (2711 Plaza Dr.,
Sugar Land, TX 77479)
免費參觀

台灣當代藝術 「械動影」 大型光雕創作
11月15日及16日休士頓糖城發光

茲定於 11 月 5 日星期日上午 10:00-12:
00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130大廳舉
行近 12 萬美元哈維捐款發放儀式。經過核
實與評定，我們已經通過電子郵件通知獲得
資助的申請人，這些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均能
獲得一份賑災款支票。捐款發放儀式的同時
，我們會給每一位捐款愛心人士頒發感謝

信/捐款免稅證明，敬請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的申請人、各位捐款人及各界感興趣的僑領
和媒體朋友參加並見證我們的公開捐款發放
儀式，非常感謝！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哈維捐款發放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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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醫療保險」 講座
1111//1818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

【本報訊】聯邦醫療保險2018年年度申請重要截止日
期: ： 12月7日（哈維颶風受害者可延至12月31日）
歐記健保2018年年度申請重要截止日期： 12月15日（哈
維颶風受害者可延至12月31日）

由於川普總統的行政命令，每家保險公司都預先作了
因應措施，因此計劃有很多的變動，有些變動是對保險人
有利的，很多項目減少了自付額，所以在選擇保險計劃時
一定要參考每項計劃的內容，不要讓高自付額而躊躇不定
。角聲社區中心休士頓分會為幫助大眾解決疑慮並協助選
擇適合自己需要的保險，特別舉辦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需
要的醫療保險」講座。

主題: 「如何選擇醫保和健保講座」
日期：11月18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址：角聲社區中心www.cchcHouston.org

7001 Corporate Drive, ste 379, Houston Tx 77036
須事先電話預訂座位713-270-8660，或832-419-2084

內容：1.各種年齡層如何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醫療保
險

2. 各種醫療保險的不同福利
3. 選擇醫保的須知
4. 專科醫生不在網絡內如何作
5. 處方藥漲價或不在網絡內如何處理
6. 接到急診帳單如何理
7.如何看懂自己選擇的保險

講員: 曾惠蘭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18年。聯邦醫療
保險合格專業人員，有二十年服務經驗，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保險」問答專欄作者。

E J Group 美南地區總代理真味食品公司
生產各種麵條和麵皮、餃子，春捲，燒賣等在內的全線小食

(記者黃麗珊)真味®食品公司25年來致力於各種麵條
和麵皮的製作。真味®之旅始於中國城3000平方英尺的廠
房，如今落戶布魯克林，佔地面積超過200,000平方英尺。
真味®旗下品牌“Chef One”也生產包括餃子，春捲，燒

賣、新鮮日本拉麵等在內的全線小食、在全美各亞洲超市
均有銷售

E J 批發、地址: 2480 Dallas Street Houston, Tx. 77003
、電話713.236.0745

福音粵韻樂悠悠
(糖城) 恩典華人浸信會 主辨

【本報訊】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五日(主日)
下午一時半至三時
唱 「福音粵曲」可成為一道橋樑,把人帶到 神的面前

。讓我們不單可學習中國傳統音樂唱腔,更可傳神佳音,一
擧兩得,不禁令人嚮往。本會藉王悅和老師從新加坡到訪休
市,與本市愛好福音粵曲者交流,我們將會有機會聆聽她對
福音粵曲事奉的心路歷程,更難得是她開腔獻唱,請勿錯失
良機。

查王悅和老師 --- 於 1994 年開始學習粵曲,粵劇. 曾

跟從在新加坡的粵劇名師學藝, 一學數年, 期間多次擔當舞
台演出, 後期更以平喉反串男角, 演出甚受歡迎.

2004 年信耶穌後, 加入新加坡紫荊浸信教會為會友. 期
間常被其他教會邀請獻唱福音粵曲.

2008 年被聖靈感動,接受女皇鎮救主堂的邀請, 擔任福
音粵曲的指揮及教導的服事,直至現今. 為要全心事奉, 決定
淡出粵劇舞台.也曾多次在中國內陸透過福音粵曲,傳遞耶
穌給世人的好消息。

現常被邀請在基督教機構週年慶典、教會特別聚會中,

獻唱福音粵曲,藉著耳熟能詳的粵曲音韻,透過歌詞,讓人認
識耶穌。

歡迎各教會主內弟兄姊妹,並與愛好粵曲的朋友齊來參
加 !

地點:(糖城) 恩典華人浸信會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 二樓
查詢電話: 281-235-3907 梁德舜師母
聚會語言:粵語、不設小孩照顧

E JE J 批發黃小千批發黃小千、、吳瑾瑢吳瑾瑢、、陳人豪陳人豪、、、、真味食品公司謝小萍真味食品公司謝小萍、、彭秀芬聯彭秀芬聯
袂拜會休士頓袂拜會休士頓Sun ClubSun Club 孫淑娟孫淑娟((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週日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週日（（十月廿九十月廿九），）， 在姚餐廳宴請在姚餐廳宴請
台灣傳奇龍舟隊台灣傳奇龍舟隊，，慶賀對他們在糖城墨西哥灣慶賀對他們在糖城墨西哥灣 國際龍舟比賽得到第三名國際龍舟比賽得到第三名，，並並
嘉許龍舟隊參加比嘉許龍舟隊參加比 賽三年以來連年獲得佳績賽三年以來連年獲得佳績，，鼓勵龍舟隊再接再厲鼓勵龍舟隊再接再厲，，今後再今後再
創更好成績創更好成績。。台灣傳奇會長甘幼台灣傳奇會長甘幼 蘋蘋，，龍舟隊副會長金俊家龍舟隊副會長金俊家，，和理事羅茜莉和理事羅茜莉、、
羅秀娟羅秀娟、、徐美姿徐美姿、、楊文珍楊文珍、、鄔逸卉暨龍舟隊參加比賽的隊員鄔逸卉暨龍舟隊參加比賽的隊員,,,,台北經文處林映台北經文處林映
佐副處長佐副處長、、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出李美姿副主任出 席席。。((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主講人主講人 GTIGTI 副董事長胡兌昀在副董事長胡兌昀在 「「FAPAFAPA 臺灣臺灣
人公共事務協會人公共事務協會」」 年會上年會上,,為大家介紹為大家介紹GTIGTI的的
成立宗旨成立宗旨、、長短期工作目標以及成立至今的長短期工作目標以及成立至今的
成果成果.(.(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陳家彥處長歡宴台灣傳奇陳家彥處長歡宴台灣傳奇
龍舟隊以簽名隊衫相贈龍舟隊以簽名隊衫相贈

（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週日（十月
廿九）， 假姚餐廳宴請 台灣傳奇
龍舟隊，慶賀對他們在糖城墨西哥
灣 國際龍舟比賽得到第三名，並嘉
許龍舟隊參加比 賽三年以來連年獲
得佳績，鼓勵龍舟隊再接再厲，今

後再創更好成績。
台灣傳奇會長甘幼 蘋，龍舟隊

副會長金俊家，和理事羅茜莉、羅
秀娟、徐美姿、楊文珍、鄔逸卉暨
龍舟隊參加比賽的隊員出 席。

出席的有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
，僑教文化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

任李美姿。會中龍舟 隊隊長善昌贈
送陳處長一件 有全體隊員簽名的龍
舟隊運動衫作紀念。龍舟隊贈送陳
處長等人每人一件龍舟比賽的運動
衫，他立刻穿上，並戴上獲 勝獎牌
與全體會員合影，留下難忘的時刻
。

(本報記者黃麗珊) FAPA南德州分會於10月
28 日 星 期 六 下 午 四 點 ， 在 5885 Point West,
Houston, TX 77036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2017
的年會， 郭正光會長歡迎會員及各界支持FA-
PA的新舊朋友，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何仁傑組長，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一同來參加這次的年會。會
上進行年度會務,財務報告,選舉會長及全國理事
。鄭金蘭榮任FAPA南德州分會2018年新會長,

郭正光將榮任 FAPA 總會長.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
家彥處長應邀致詞並祝賀FAPA
南德州分會2018年新會長鄭金
蘭及即將榮任 FAPA 總會長郭
正光。

宋明麗女士介紹,今年的年會
，FAPA邀請到全球臺灣研究中
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
的副董事長胡兌昀(Jennifer Hu
JD)女士來擔任主講人，GTI胡
兌昀副董事長說明，全球臺灣
研究中心的願景是確保美國與
台灣的和平與繁榮。宗旨，全
球臺灣研究中心的使命是，透
過政策研究與活動，促進台灣
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關
係。確保台灣的民主與安全，
提升台灣在國際的地位與角色
。有關本中心，全球臺灣研究

中心是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501（c)(3)非營利
組織，為台灣人與台美人共同創辦。董事長賴
義雄表示，將美台友好關係傳承給下一代。為
了達成本中心之宗旨，本中心目前企劃包括：
全球臺灣電子報，每週出刊之電子報，邀請政
策專家分析東亞政策，美台關係，中台互動之
趨勢。公開座談會，定期座談會，討論台灣在
美國政策圈，傳統和非傳統政策議題上扮演之

角色。助學金，本中心提供駐點華府及台灣助
學金促進學術研究交流。年度高峰會，每年一
次之全球大型高峰會，深入探討美台關係重大
議題。全球臺灣研究中心希望培養下一代亞洲
政策專家，近期推出領袖培訓營，並邀請華府
亞洲專家討論相關議題。如有興趣參與領袖培
訓營，請洽詢：leaders@globaltaiwan.org .全球
臺灣研究中心董事會組織，賴義雄董事長，胡
兌昀副董事長，葉介庭副董事長。工作團隊，
蕭良其執行長，安大維資深研究員，倪珊研究
經理，陳玲玲總務主任，史安娜企劃專員，林
宣宇企劃助理。全球臺灣研究中心總部 1836
Jefferson Place NW Washington,DC20036,www.
globaltaiwan.org,(202)807-1800,副董事長胡兌
昀律師在會上為大家介紹GTI的成立宗旨、長
短期工作目標以及成立至今的成果之外，也分
享台美人如何利用不同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來
幫助台灣。全球臺灣研究中心位於華府，是以
台灣政策研究為主的非營利組織。胡兌昀為德
州中央高公司法務處處長，主管鐵路安全法規
，交通政策及高鐵相關議題。 2010年加入德州
中央高鐵公司之前，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及台
南市民政局局長等職。她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
學士，喬治城大學外交碩士，喬治華盛頓大學
法學院法學博
士及財經法碩
士，也是美國
執業律師，精

通中英日語文，台語也十分流利。
另外，九月前往華府參加FAPA會員大會的

年輕會員沈怡君,周旻宏 ,許亞傑 ，也報告心得
及本次國會訪問的成果。許亞傑並作了美國國
會台灣觀測站Project解說。

年會除了提供美味佳餚，還有摸彩，獎品
豐富，大家踴躍參加這個盛會,FAPA35週年會員
大會圓滿成功。

「「FAPAFAPA 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年會年會
GTIGTI副董事長胡兌昀作精闢演講副董事長胡兌昀作精闢演講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右三右三))、、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僑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教中心莊雅淑主任,FAPA,FAPA南德州分會南德州分會20172017會長郭正光會長郭正光((右二右二),),
20182018會長鄭金蘭會長鄭金蘭((左三左三),),主講人主講人GTIGTI副董事長胡兌昀副董事長胡兌昀((左二左二))參參
加加 「「FAPAFAPA 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年會年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BB55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年11月4日 Saturday, November 4, 2017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BB11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B 簽證為非移民簽證，可分為

B-1商務簽證和B-2旅遊簽證。
這一節我們介紹B-1商務簽證
1、B-1商務簽證申請的條件
所謂商務，是指與商業有關的活

動，如貿易談判、商務諮詢、國際會
議等等。

一般說來，申請B－1簽證者應符
合如下條件：

（1）在居住國有固定居所；
（2）短期來美；
（3）來美的目的在於從事與商

務有關的活動。
在申請簽證時，申請人應能證明

：
（1）有足夠的資金；
（2）有具體的訪問日程和訪問

項目；
（3）在本國有較強的社會紐帶

，如永久性工作、生意、家庭、房產
等；

由於B-1商務簽證屬於非移民簽
證類別,申請人是否申請過移民,是否
曾經取得或被拒絕美國簽證，是領事
館官員權衡是否簽發B－1簽證的重要
因素。由於B－1簽證的簽發主要看是
否有移民傾向，領事館官員有很大的
裁量權. 很大程度上,領事館官員都是
根據面談作出有關決定。所以，在申
請B－1簽證時，既要充分準備有關文
件與資料，也要做好充分準備應付面
談。

2、B－1簽證者來美從事的活動
B－1簽證者可以在美從事如下活動：

（1）經貿活動；
（2）商洽合同；
（3）業務諮詢；
（4）訴訟；
（5）參加科學、教育、商業等

範圍的研討會、學術會等；
（6）學術研究。
3、申請B－1簽證的手續
在向領事館申請比簽證時，應準

備如下資料：
（1）申請表；
（2）邀請信；
（3）證明申請人沒有移民傾向

的文件；
（4）證明申請人來美從事商務

活動的文件；
（5）有效護照；
（6）照片；

（7）申請費。
4、入境的手續
在以B－1簽證入境時，除了簽證

時所準備的所有文件外,還應準備如下
文件：

（1）證明申請人來美從事商務
活動的文件；

（2）申請人在原住地的工作、
生活等證明文件；

（3）訪問的日程安排；
（4）回程機票；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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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時間都明顯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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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
請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
的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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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審查力度。

2. 越來越多的 H-1B 工作簽證申
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據
最新統計數據，截止到8月31日，今
年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
件通知，也被簡稱為 RFEs） ，較去
年同期增長了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
過的新內容。與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
“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相呼應，美
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H1B一
級工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鑑
於H-1B申請中所描述職責的複雜程
度, LCA 中提交的“一級”工資不符
合要求。 “一級”工資標準適用的情
況是初級工作的內容。而申請的工作
複雜程度超過了勞工部規定的“一級
”工資標準中提到的“初級”工作內
容。而如果工作不夠複雜，移民局又
會以不夠“專業職位”而予以否決。
移民局是藉機向申請人發出一個明確
的訊息，往後的H-1B簽證申請最好
還是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
請。

3. 移民局於 10 月 23 號公佈新的

舉措，推翻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
請政策，即日起以審查新申請的方式
嚴格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的政策
，在審理H-1B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
，如果和初次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
以繼續批准申請。移民官只有發現重
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新問題的情況
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因此
H1B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在新
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新
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4. 美國移民局 10 月 12 日宣布，
對 I-129 申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
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交至對其公司總
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心
。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 H-1B 及
L-1工作簽證。在此之前，I-129申請
的提交地點取決於受益人的實際工作
地點。另外，弗羅里達州、喬治亞州
、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和 德 克 薩 斯 州 的
I-129申請轉到加州服務中心處理。

5. 美國移民局於10月3日宣布，
恢復所有類別H-1B申請的加急處理
服務。加急處理服務（premium pro-
cessing）指的是，申請人需要繳納額
外的 1,225 美元的加急處理費用，移
民局承諾在申請遞交後的15日內給出
處理結果。處理結果可能是直接批准
也可能是需要補件。直接拒絕的情況
鮮有發生。

6. 2017年11月份的排期表，親屬
移民申請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for Filing chart)遞交最後一
步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申請人只可
以 用 慢 表 (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
民申請。

7.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
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
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
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
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
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
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
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
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
後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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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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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
ploy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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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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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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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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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
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
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
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
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
。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
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
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
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
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
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
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
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託書
。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
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713-779-4416，
傳 真:713-583- 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
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 五:9:
00AM-5:00PM, 週 六:10:00AM-1:
00PM.

共七百人與會共七百人與會，，大殿內貴賓雲集大殿內貴賓雲集，，座無虛席座無虛席。。（（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王朝旅遊2017年10月最新推送
，帶您遊遍亞洲、中美洲、澳洲和
新西蘭。價格從$499 – $1799 不等
，部分旅行團贈送機票哦，機不可
失失不再來哦！以下表旅行團種類
眾多，總有一款適合您！

亞洲團 星馬泰 10 天 團費$599
（含中間段機票）

日本草津名湯休閒 6 天 團費
$999 （ 不 含 國 際 機 票 ） 豪 華 團
（2017/11-2018/03 每月一團）

日本北海道美食 6 天 團費$699
（不含國際機票）豪華團（2017/
11-2018/03 每月一團）

日本本州絕色古風 6 天 團費
$999 （ 不 含 國 際 機 票 ） 豪 華 團

（2017/11-2018/03 每月一團）
中北美洲團 陽光古巴10天 團費

$1549（含機票）出發日期（11/10
，11/24， 12/08）

墨西哥坎昆 7 天 團費$499（不
含機票）可單走墨西哥段（團費立
減$100 11/09出發）

澳洲團 澳洲大堡礁 9 天航空團

全新澳洲繽紛系列— 獨家！
真正大堡礁 9 天航空團 團費

$1799（含澳洲國內段機票）
溫暖南半球
新西蘭

熱門線路推薦 南島全景7天 團
費$999（不含機票，週四周五出發
）

南島休閒 6 天 團費$999（不含
機票，每週三出發）

南島全景美食 7 天 團費$1180
（不含機票，每週六出發）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王朝旅遊，
早點來找我們報名咯！

王朝旅遊最新推送王朝旅遊最新推送：：帶您遊遍亞洲帶您遊遍亞洲、、中美洲中美洲、、澳洲和新西蘭澳洲和新西蘭

上午法會結束上午法會結束，，信眾兩邊排班信眾兩邊排班，，恭送主法法師回寮恭送主法法師回寮。。（（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恭逢普德精舍十五周年慶恭逢普德精舍十五周年慶，，特別恭請中台禪寺住持上見下燈大和特別恭請中台禪寺住持上見下燈大和
尚慈悲蒞臨休士頓主法並傳授三皈五戒大典尚慈悲蒞臨休士頓主法並傳授三皈五戒大典。。（（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中台禪寺秉持佛陀的慈悲濟世
之精神及開山方丈安公上惟下覺大和尚的悲心宏愿，在2002
年買下美南新聞大樓，創建休士頓分院普德精舍至今，十五年
來為美南地區民眾提供一處淨化身心，啟發光明智慧的人間淨
土與殿堂。十五年來，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度中外信眾無數，光
是周日（ 10 月 29 日 ） 的十五周年慶法會，就聚集了七百人
次。當天嘉賓雲集，包括德州州議員Huber Vo,Gene Wu ( 吳
元之 ）， 「，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夫婦，副處長林映佐
，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 「中台禪寺」 的原屋主， 「美南
報業傳媒集團」 的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夫婦。特別恭請中
台禪寺住持上見下燈大和尚主法並傳授三皈五戒大典，謹以此
法會功德回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當天上午的法會，在場的七百位信眾，都有幸恭聽了上見
下燈大和尚難得殊勝的，淺顯易懂，普被六根的開示。人生的
基本希求與奧祕被大和尚一語道破----追求 「如意 」 是所
有人的 「普世價值 」。從現實生活最基本的期待： 吃飽、健
康、快樂，到追求物理、化學、藝術、政治各個領域的發展，
都脫離不了 「我要作主」，我要能掌握自己，自由意志的展

現，這些追求的 「普世價值 」 ，即追求 「如意 」。
但上見下燈大和尚又說： 但在現實生活當中，追求 「

如意 」 不是簡單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能夠
快樂，幸福的程度低於10% 以下。 「如意 」 超乎你所想
的低，於是生出無知、無奈、壓抑、挫折。過去世世代代
，開宗立派的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都在探索如何 「離
苦得樂」 ，而這也是學佛的目的。

佛法要我們了解，世間是苦的，有老、病、死。這種
「不如意 」 --- 「苦 」 的逼迫性，是每人都有的共同

現象，人生難免遺憾。其他如怨憎恚，愛別離，求不得
苦----- 釋迦牟尼佛當年出家修行，就是追求 「離苦得
樂」、 「隨心滿願」 之道，可作為我們的借鏡和參考。

上見下燈大和尚說： 其實你內心與釋佛當時的懷疑和
疑惑是一樣的。釋佛採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策略，從
起始點探索解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對佛法價值 「離苦
得樂 」 的中道實相要有 「菩提涅槃 」的正知正見，依之
而行，是為 「覺悟 」。也是獲得佛法真實，最大利益的
關鍵。

上見下燈大和尚最後指出： 正知，正見才是你
「離苦得樂 」 的起點。對真理，心性之理要清楚明

白，並 「堅住正念，隨順覺性」 隨之修行。我們不
僅要有身、口、意三業清淨的能力，有 「反省檢討
」 的能力。 「聽經聞法」 只是 「知具 」 的確立。
調整成符合中道實相的善法，是為 「覺性」， 「菩
提心」，是為覺察、覺照的 「知見」。知見愈正確
，後遺症愈少，朝菩提涅槃來努力，即理入頓悟法門
，方便法門。心回復正念，悟到這個正念開始，即
「心地法門」。因此中台禪寺要廣設精舍，推廣禪

修，勸發大眾，聽經聞法。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除上午的法會外，還有下午的

三皈五戒大典，由中台禪寺住持上見下燈大和尚主持
。午間則有舞獅慶賀暨第四屆國際素食展。

中台禪寺信眾楊德清表示：今天能成就700多人
參加的大法會，感恩師父們安排帶領有方，感恩眾多義
工菩薩們的辛苦發心。看到師父們義工們都顧不上用齋
，都在幫助別人，真是菩薩行。住持大和尚的開示潛移
默化，幽默生動，把佛法講得淺顯易懂，普被六根。恭

喜普德走過了光輝的十五個年頭，經過幾任住持法師，及常住
法師們的努力，尤其是近幾年在見曇法師的帶領下，道場更加
興旺，將中台上惟下覺老和尚的禪法在美南這塊土地上生根，
開花，結果！實在是可喜可賀！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十五周年慶，10 月 29日 盛大舉行
中台禪寺住持上見下燈大和尚蒞臨主法，七百位嘉賓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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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夏季兒童皮膚病之三四種夏季兒童皮膚病之三（（毛囊炎毛囊炎））

思科網絡工程師新班開課思科網絡工程師新班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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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思科網絡工程師9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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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
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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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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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兩期介紹了膿皰瘡，丘疹性蕁
麻疹。本期介紹毛囊炎。

夏季天氣炎熱，空氣濕度大，蚊
蟲滋生，細菌和病毒也容易繁殖。此
時兒童的皮膚細嫩、抵抗力差，很容
易受到細菌的感染。而且，炎熱的天
氣，寶寶的汗腺和皮脂腺分泌與排泄
也格外旺盛，這使寶寶出現皮膚病的
幾率大大增加。其種類主要分為：膿
皰瘡、丘疹性蕁麻疹、毛囊炎和念珠
菌性皮炎，四種。

毛囊炎：
膿腫沒有熟透時千萬不要擠壓

毛囊炎也是兒童夏季常見皮膚病之一
，主要由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淺

表性毛囊發炎，有時為白色葡萄球菌
感染。夏季或高溫濕熱環境中，蟲咬
、搔抓或其他皮膚損傷也會誘發囊發
炎。毛囊感染可表現為直徑一兩毫米
的丘疹和膿皰，常見於臀部、大腿、
後背部和上臂。表淺的毛囊膿皰可發
展成疼痛性結節，即俗稱“癤子”。
如果多個癤子融合在一起形成癰，可
引起發熱等全身症狀。可見，小小的
毛囊炎，“牽一發，動全身”，不可
小覷！

病例：李敏的女兒楠楠最近大腿
腫了，到醫院又打針又吃藥。原來，
楠楠的大腿被蚊子咬了，沒管它，癢
的時候就用手抓。可能是抓破了皮膚

，感染了，導致大腿紅腫起來。李敏
趕緊帶著女兒去了醫院。醫生說是皮
膚破損造成的細菌感染，導致大腿紅
腫。

皮膚出現毛囊炎不用怕，使用
《劍牌》皮膚病霜塗抹就可以了。同
時等待紅腫患處長熟，形成膿皰。必
要時去醫院切開引流，清潔，再將
《劍牌》皮膚病霜塗抹在患處即可。

《劍牌》皮膚病霜，對各種皮膚
病都有很好的療效，對毛囊炎的治療
效果也很好。尤其是成熟的膿皰破裂
有膿水滲出時，此藥能迅速使破裂流
膿患處止水結痂，達到徹底根治的效
果。此藥膏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

。它溫和、細膩、無刺激、無激素。
還能活血化瘀、軟堅散痂，改善肌膚
微循環，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變細
胞，是毛囊炎及很多皮膚病的剋星。
一試便知，你一定會感歎它的神奇！
注意：膿腫沒有熟透時千萬不要擠壓
，特別是三角區，細菌有可能進入腦
袋。

預防毛囊炎，應該保持環境通風
涼快，最好穿寬鬆、棉質的衣服，避
免局部多汗、潮濕，有遺尿問題的兒
童應注意及時更換尿濕的衣褲。注意
個人清潔衛生，勤洗澡、勤換衣服、
勤剪指甲、防止抓破感染。

毛囊炎痊癒後不要忘乎所以。因

為夏秋季節，蚊蟲盛行，出汗的皮膚
很容易招惹蚊蟲。因此，在預防蚊蟲
叮咬的同時，家裏應該常備皮膚止癢
藥。及時治療患處，避免抓撓，杜絕
毛囊炎再生。《劍牌》皮膚病霜就是
你家庭必備的好藥，而且止癢效果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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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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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紅樂隊演奏開場迎賓曲＜最美夕陽紅夕陽紅樂隊演奏開場迎賓曲＜最美夕陽紅＞＞。。

夕陽紅俱樂部夕陽紅俱樂部20172017 年慶生會年慶生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夕陽紅舞蹈隊表演舞蹈＜夕陽紅舞蹈隊表演舞蹈＜旗袍賦＞旗袍賦＞。。 康樂老人活動中心表演舞蹈＜康樂老人活動中心表演舞蹈＜親親茉莉花＞親親茉莉花＞。。

夕陽紅合唱團演出大合唱＜夕陽紅合唱團演出大合唱＜我愛你中國＞我愛你中國＞。。表彰優秀義工表彰優秀義工，，發放獎勵紅包發放獎勵紅包。。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董事會主席華助中心董事會主席
靳敏致詞靳敏致詞。。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致詞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致詞。。

出席大會的貴賓被台上的節目逗得開心不已出席大會的貴賓被台上的節目逗得開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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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商會秋季烤肉 秋意濃烤肉香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休士頓台休士頓台
灣商會秋灣商會秋
季烤肉季烤肉 副副
會長周政會長周政
賢烤肉賢烤肉、、
ThomasThomas
黃淹肉黃淹肉

林重光林重光、、黃榮富夫婦黃榮富夫婦、、梁慶輝夫婦及孫梁慶輝夫婦及孫
兒們享用美食兒們享用美食

台灣商會楊禮台灣商會楊禮
維維、、張園立等張園立等
烤肉烤肉、、台北經台北經
文處秘書陳偉文處秘書陳偉
玲玲、、俞欣嫻參俞欣嫻參
加台灣商會秋加台灣商會秋
季烤肉活動季烤肉活動 前台灣商會林飛虎會長夫婦及女兒女婿外孫前台灣商會林飛虎會長夫婦及女兒女婿外孫

們在公園歡聚一堂們在公園歡聚一堂

林重光林重光、、
新世紀保新世紀保
險公司總險公司總
裁陳舜哲裁陳舜哲
、、前台灣前台灣
商會梁慶商會梁慶
輝會長出輝會長出
席烤肉同席烤肉同
歡歡

前台灣商會林飛虎會長夫婦及譚秋晴前台灣商會林飛虎會長夫婦及譚秋晴、、陳適中夫陳適中夫
婦交流聯誼婦交流聯誼

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1010月月2929日上午在日上午在Eldridge ParkEldridge Park秋季烤肉秋季烤肉、、陳志宏會長陳志宏會長、、商會會友商會會友、、眷屬及德州台灣留學生等鄉眷屬及德州台灣留學生等鄉
親攜家帶眷超過親攜家帶眷超過100100人參加享用美食交流聯誼人參加享用美食交流聯誼，，氣氛熱鬧融洽氣氛熱鬧融洽、、同時休士頓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邀請商會年輕同時休士頓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邀請商會年輕
理事及會員們填寫僑務委員會專業人才庫人才資料表理事及會員們填寫僑務委員會專業人才庫人才資料表，，以加強聯繫青年及充實政府人才庫資訊以加強聯繫青年及充實政府人才庫資訊

前會長方台生前會長方台生、、RobertRobert 何何、、廖先生享受台灣廖先生享受台灣
商會準備的美食商會準備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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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世界壹流企業
國企改革提速進入新時期

綜合報導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

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

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

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

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

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

流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

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

世界壹流企業。”

專家認為，這意味著下壹步國企

改革將提速進入新時期。包括去產能

在內的供給側改革遠超目標進度，使

得今年來央企效益創歷史最好水平，

後續相關工作將向縱深推進，改革紅

利也將逐漸釋放。報告對國企發出了

新的動員令，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

世界壹流企業。

成績 供給側改革紅利逐漸釋放
根據國資委公布的數據，今年前三

季度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9.1萬

億元，同比增長15.4%，延續了去年四季

度以來持續增長態勢，效益創歷史最好

水平。

國務院國資委總會計師沈瑩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央企能取得這些成績的

原因之壹，就是堅決落實了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任務，特別是鋼鐵、煤炭去產能

遠超目標進度，中央企業煤炭資源整合

取得很好成效。據國資委統計，今年央

企鋼鐵去產能 595 萬噸目標已提前完

成，煤炭已完成去產能2388萬噸，累計

重組煤炭產能達 1 億噸。同時，“壓

減”工作成效明顯，央企目前已累計減

少法 人 單 位 6395 戶 ， 減 少 比 例 達

12.3%。此外，國企“三供壹業”分離

移交任務總體也已過半，企業剝離辦社

會職能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通過對重點

困難企業集團改革脫困，同比減虧增利

達到122.3億元。

據國資委介紹，今年上半年，“僵

屍”特困企業虧損額較2015年同期減虧

885億元，571戶“僵屍”特困企業已完

成處置主體任務，員工得到了妥善安

置，經濟社會資源獲得了極大釋放。從

工作啟動到現在壹年左右的時間，已完

成了571戶“僵屍企業”和特困企業處

置和治理主體任務，其中通過市場出清

退出的218戶，其他的都是通過兼並重

組、管理提升來完成治理。

據記者統計，多家鋼鐵和煤炭國企

的第三季度業績報告都傳出捷報，其中

去產能成了多家企業的重點。中國華能

集團公司公告稱，華能集團2017年完成

退出煤礦4處，化解煤炭過剩產能374萬

噸/年。南方電網也表示，嚴格執行高耗

能企業差別電價、懲罰性電價，貫徹煤

電去產能、淘汰落後產能政策，以化解

過剩產能。中國寶武集團總經理陳德榮

近日也在前三季度工作會議中表示，集

團公司完成戰略規劃修編工作，整合融

合工作推進有序，“瘦身健體”工作多

點出擊並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改革創新

工作向縱深推進。

“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國企

改革這幾年迎來新氣象的重要原因，”

壹位國企改革專家告訴記者。中國企業

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表示，近年來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

經濟結構、發展方式，提高了要素利用

效率，並改善了環境破壞嚴重等局面，

隨著改革的落實和深入，改革紅利也逐

漸釋放。

突破 混改重組正在加速推進
市場化的混改、重組在本輪國企改

革中都在加快推進。國資委黨委書記郝

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中國經

濟發展的壹個縮影，中央企業過去五年

取得了驕人成績，呈現出四方面變化。

其中壹方面就是結構更優。通過“進”

“退”“轉”三方面的工作，央企積極

向重要行業、關鍵領域、新興戰略行業

集中。

記者獲悉，本輪國企改革中，混合

所有制改革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層級不

斷提升，行業領域也在不斷拓展。未

來，國資委還將繼續把混改作為國企改

革的突破口，分期分批推進。

據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介紹，

截至 2016 年底，中央企業集團及下屬

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占比達到68.9%，

省級國資委所出資企業及各級子企業

中混合所有制企業占比達到47%，通過

與社會資本實現較大範圍的融合，國

有資本功能不斷放大，國有經濟的主

導作用進壹步發揮。在企業層級上，

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業正從三級

以下子企業逐步向重要的二級子企業

和集團層面提升，非國有股東的進入

促進了國有企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

企業活力進壹步激發。

彭華崗表示，本輪國企混改的力度

還體現為改革行業領域的拓展。據悉，

目前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

航、電信、軍工等重點行業，已推動了

兩批共19家中央企業開展混合所有制改

革試點，第三批試點企業正在研究確定

中。

另外，記者從國資委了解到，國資

委和中央企業瞄準培育世界壹流企業的

目標，未來將持續推進企業間的橫向合

並、縱向聯合和專業化重組。

據悉，2017年有48家央企入圍世界

500強。“這正是近幾年央企通過重組整

合發揮規模效應的表現之壹”，國資委

副主任黃丹華表示，重組整合的成效是

多維度的，而不是單純以數量為導向。

“未來國資委還會深入推進優化結構、

重組整合，做到有進有退，加快國企提

質增效、轉型升級。”

李錦表示，本輪國企的重組有五大

特征。第壹大特征是供給側改革，圍繞

集中主業，更重視去產能，提高主業核

心競爭力。第二大特征是產業鏈條由供

給端向消費端過渡，包括運用“互聯

網+”和建設“雙創”平臺。第三大特

征是積極推動市場化，由過去行政“拉

郎配”向“自由戀愛”轉變。第四大

特征是積極穩妥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央

企重組，推動社會資本和國企“聯姻”。

第五大特征是更加重視重組的效果和

質量。

目標 加快培育央企全球競爭力
郝鵬說：“中國國有企業已經越來

越強大，未來要放眼全球，打造壹批具

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壹流企業。”

據國資委介紹，目前中央企業境外

資產規模超過6萬億元，分布在全球185

個國家和地區，業務已經由工程承包、

能源資源開發拓展到高鐵、核電、電信、

電網建設運營等領域，有力提升了我國

的國際話語權。“壹帶壹路”建設也在

加快推進，共有47家央企與沿線國家合

作共建了1676個項目，以亞吉、蒙內等

壹批鐵路項目、中巴經濟走廊電力項目

等為代表的重點項目，有力提升了沿線

國家互聯互通水平，帶動了當地經濟快

速發展。

中國中車集團公司、中國鐵道建築

總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

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等多位中央企

業負責人表示，下壹步將加快國際布

局，積極參與“壹帶壹路”建設。

中國中車集團董事長劉化龍說，

近五年來中國中車積極參與國家“走

出去”戰略，持續增強創新能力、完善

產業鏈，未來將繼續積極投身“壹

帶壹路”建設。此外，多位央企負責

人都表示，將積極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通過開展國際合作，提高國企的國際

影響力。

“近年央企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但

放眼國際市場，競爭力仍需不斷提升，”

李錦表示，從“世界水平”到“世界壹

流”，實現新目標、新任務，需要新手

段、新動力。

綜合報導 中

國銀行金邊分行

行 長 陳 長 江 ，

“柬埔寨國家第

二屆旅遊業 Chin-

aReady 論壇”上

表示，中國銀行

與柬國旅遊部達

成共識，通過推

動人民幣在柬旅

遊業千商萬戶使

用，有利於柬埔

寨旅遊業發展。

陳長江說，

人民幣服務在柬

貨幣流通的旅遊

互動，可有效促

進“壹帶壹路”

倡議下的民心相

通，便利中國遊

客直接使用本國

貨幣消費，吸引

更多中國遊客來

柬旅遊。

據介紹，成

立於2010年12月

8 日的中國銀行

金邊分行，擁有

在柬商業銀行全

能牌照，並開展

人民幣業務存貸

款、兌換、匯款

等 業 務 ， 截 止

2017年三季度，資產規模在柬埔寨36

家商業銀行中排名第5。

陳長江稱，人民幣在柬埔寨旅遊

業中的使用越來越普遍，酒店、購物

店、免稅店、中餐廳越來越多的中國

遊客習慣用當天的匯率用人民幣結賬，

用中國境內銀聯卡付款，不少商家甚

至在商品標簽加上了人民幣的價格。

據陳長江介紹，在柬的人民幣產

品及新服務，能促進中柬投資貿易往

來。稱該行的借記卡銀聯在線支付，

在柬埔寨銀行業中屬首發，並兩次超

過向香港押運出口2000多萬人民幣富

余現鈔，成為柬埔寨人民幣現鈔吞吐

主渠道。

陳長江表示，金邊分行致力柬

埔寨經濟發展中的橋梁投資貿易往

來作用，勇做“壹帶壹路”倡議金

融大動脈建設者，先行敢試在柬人

民幣業務，服務柬埔寨綠色產業永

續發展。

柬
埔
寨
中
國
銀
行
金
邊
分
行
表
示

人
民
幣
助
推
柬
國
在
旅
遊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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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妙用

「從前，有一位自以為滿腹經綸

的學者，意欲了解禪學的奧妙，於是

上山訪寺，拜會住持禪師。住持請他

在客堂上座，奉上一杯清香溢滿的熱

茶來接待他，然後一邊坐下，向他講

解禪學之精義。

這位學者聽著聽著，但覺其中義

理不外如是，並不覺得有什麼特殊

之處，心中認為這位禪師只是浪得虛

名，於是越覺心浮氣躁，不但在禪師

的說話中不停插話，甚至嗤之以鼻，

表現出傲慢態度。 

禪師見此，於是停了下來，拿起

茶壺替這位學者添茶，儘管茶杯裡的

茶仍有八分，禪師卻沒有把杯子裡的

冷茶先行倒出，而是不斷注入溫熱的

茶水，直到茶水不停地從杯中溢出，

流得滿桌子都是。

學者見狀，連忙提醒說：『大師

別倒了，杯子已經滿了，裝不下了。

』

禪師聽了，放下茶壺，不慍不火

地說：『是啊！如果你不先把杯內的

茶清空掉，又怎麼能品嘗我現在倒給

你的新茶呢？』

學者聽到這弦外之音，深感慚愧

不已，連忙起身陪罪。」

如果我們不能清空內心自以為是的

驕慢成見，又怎能接受新的學問、新的

知識？長輩們常常說我們待人處事要謙

川流

恭有度、虛懷若谷，正是上述這個故事

的道理所在。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從小開始，

便學習語言學問、知識技能，長大後投

入社會工作，開始累積個人財富、名譽

地位，亦建立起個人社交網絡、觀點立

場。隨著自己的習慣性格，開始對周圍

的人與事進行品評與取捨。年紀漸長，

這些累積愈來愈牢固在內心之中，形成

了自成一套的看法與執見，認定這個就

是自我。我們的前半生，都是向外學

習、獲取、開拓、建立自己的世界，鞏

固自己的資產，保護自己的擁有，這可

以說是一個累積的人生階段。

日積月累下來，一旦面對他人不同

的說法，或面對著一些新事物、新觀點

時，個人的習性便自動浮現。等到我們

面對人生諸多不如意事，自覺身上籠罩

著老病死的陰影、心靈上感受到種種憂

悲惱苦，開始尋求解脫困擾方法的時

候，以往的成見、習慣等，便成為窒礙

著我們去吸收、學習新東西的屏障了。 

佛教針對於意欲解脫憂悲惱苦困

擾的求道者，著實提供了不少的修行

良方。而其中的一法，便是提出了「

空」的法門。

佛家對於運用這個空的方法，似乎

比上述的故事所說的又再深入一些，不

只是清空自己過往先入為主的成見而

已，而是要我們繼續挖掘，空除內心

深處的終極執見。

原始佛教時期，佛陀常常讚嘆弟子

能於空樹林、空屋、空洞穴中修行，易

於入道。佛又讚嘆舍利弗能入於「空心

解脫」而安住，意味著我們要清空自

心，空除我們心中的執見，空除一切

身見、邊見、戒禁取見、見取見、邪

見，由此而斷除疑惑執見，建立起解

脫正見。

這個微妙的法門，便是一條清空內

心執見之道。佛家是要求我們要清空內

心對事物的追求與欲望、清空內心對他

人的評價與控制、清空對自己的性格與

習慣的堅執、清空對自己的情緒與脾氣

的任意發洩、清空對愛惡之心的執著等

等。因為這眾多問題的罪魁禍首，歸根

究抵，正是我們對自我的盲目執持。

我們每個人都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的，總是以自我的觀點、自我的立場、

自我的優點、自我的成就，來肯定自我

的存在。我們很少會意識到自己不足之

處。亦因如此，不同的人便有各個自我

觀點與態度，於是衝突難免。所以學習

「空之法門」，首先便要自我反省反

思，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正如上面

的故事一樣，如果自己不清空內心的

障礙，又怎能容納新的事物呢？

為什麼佛陀要說空呢？清空法門的

目的何在？佛陀說空法的用意，可說是

為了消除弟子的各種執見，由此而證入

解脫。空的意義是什麼呢？佛家說空的

意義，就是指出這個世界的現象只是因

緣所生成、缺緣而壞滅，其背後根本沒

有永恆不變的控制者，這包括我們的身

心在內。而我們卻對這個身心執持為永

恆，隨之而起的，便是對自我的依戀、

自我的傲慢、自我的成見、自我的肯定

等等。既然一切東西都是在變動之中，

以互相為緣的方式而存在、壞滅，我們

便不應該執持不放，而要學習清空執著

的方法了。

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個自我反思的

機制，時常反省觀察內心，看看有什麼

是多餘而須要空除的？清空的方向乃是

從反省我們身口意的行為開始，我們先

要暫停向外面世界作盲目的追求，例如

減少追求感官的刺激、欲望的滿足，減

少對色聲香味觸的貪戀。同時間，我們

亦要清空對事物盲目的抗拒、質疑，也

不是要蓄意虐待自己，以表示不執著世

俗的色聲犬馬。由清空對外在事物的追

逐開始，乃至對內心的傲慢、偏見、觀

點等，逐一反省而檢討，將不適當的清

空掉去，使自己內心更能容納新的事

物，新的觀點。

由明白佛家說空的意義，建立起正

確的見地，清空我們以往的看法，跟著

修訂我們行為，受持適當戒律，修改我

們習慣，直至改進我們的性格。性格改

變了，待人處事的態度亦會改變，於是

我們未來道路的障礙亦會清除，解脫憂

悲惱苦之道路，亦將在我們面前張開。

進一步看，我們不要以為佛家說

空，便真的以為什麼也沒有，於是跌

落了虛無主義的窠臼。龍樹菩薩在《

中論》曾經說過：「大聖說空法，為離

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佛陀說空，只是把空作為工具，用作清

除我們過往的煩惱執見而已，若果以為

一切皆空是什麼都斷滅而沒有的話，那

麼，就算佛陀再生也不能化度我們的。

因此，我們要明白，佛家說空，

不是說虛無斷滅，而是一個實踐性的

教說，要我們行動起來，空除內心執

見。其背後的道理則說明了，空即是緣

生緣滅的。一切皆空，意味著一切皆緣

生緣滅，事情由緣而生，緣散而滅，所

以該做能做盡量做，但是一切皆不可執

著。不但我自己和我所有的東西如此，

世間萬事萬物，莫不如此。明白這個道

理，我們為何還要去追逐世間的名利權

勢？為何要去追求自我的永恆不息呢？ 

 由此可見，佛家這個空之法

門，是有著喚起行為的作用，叫我們

動手動心去清空內心的執見，的確是

十分微妙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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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因緣

慈弘

緣起的世間，由於因緣的排列組

合，人生的舞台上，時時刻刻都有可

能出現令人驚豔的劇情。兩週前，聽

說住在肯德基州的會友吳志明師兄和

陳湘蕙師姊將於七月底前來休士頓。

當時，心中有些納悶，為什麼選這麼

熱的天氣，突然跑來德州？況且他們

賢伉儷今年五月初，才來拜見過佛寺

兩位長老。

直到在星期六讀書會的聚會見面

時，才知道原來是吳志明師兄生日，

他安排的慶生方式，是到菩提中心禪

修七天，多麼與眾不同的慶生會！菩

提中心明心堂監院圓福法師，想必也

是讚嘆志明師兄精進向道之心，慈悲

應允在七天的禪修中，給予指導和開

示。志明夫婦熱情地邀請昔日好友，

一起上菩提中心靜修，特別懇切地邀

我同行。本來我已安排有一些行事活

動，但看到他們對法的好樂，對修行

的用心以及對我的期望，臨時決定一

起去隨喜「慶生禪七」。

星期一下午抵達菩提中心，常常

安排居家禪修的湘蕙，很快地擬好禪

七作息表，請圓福法師過目。我那時

才看到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心中有

些懊惱，因為我很貪睡，早起對我是

一種挑戰。不過，負面的心情很快地

就被湘蕙和志明的興奮沖淡了，他們

誠摯恭敬地向圓福法師請法，過後一

起去安單。幾分鐘後，他們已迫不及

待地安坐在禪堂裡的蒲團上了。我也

趕快跟進，禮佛時，舉頭仰望慈悲的

佛陀，忽然有一種遊子歸家的心情。

是啊！佛陀，我回來了！流浪在滾滾

紅塵的凡夫俗子，終於又回到如來的

家，也回到自己內心的家。感謝菩提

道上的同行善知識，殷切地邀我共赴

殊勝的法筵，催促著我在修行的道路

上前進。

禪修期間，每天晚上八點至九點

半，圓福法師為我們開示南傳《中

部‧第九經》的〈正見經〉。法師

說欲得正法，必先具足正見，所以

依經文，為我們詳細講解何謂正見具

足。法師從釋迦太子證三明，成道之

夜說起。太子在初夜證得宿命明─對

自己過去無量劫來，每一生中，所受

生事，及所有細節都清楚了知─看到

自己輪迴之苦。中夜時，太子證得天

眼明─觀察到眾生未來在生死大海中

浮浮沉沉，隨自己身語意所造的善惡

業，流轉善惡趣中，永無了期─看到

眾生輪迴之苦。太子因此思惟：一切

眾生在生死死生中，隨業流轉，受無

量苦惱，如何能讓自己和眾生了斷生

老病死輪廻之苦呢？太子從流轉的苦

果中，探尋苦因，並尋求滅苦之道。

後夜時，太子深觀緣起，觀察到眾生

生死緣起的相續不斷，前後相生的因

果關係，發現唯有滅除苦因—無明愛

染，才能免除苦果。圓福法師先標出

修行的總綱，再為我們細說，如何從

苦、集、滅、道的架構，了解善(十

善)、不善、善根(無貪、無瞋、無

癡)、不善根、食(四食)、漏(三漏)

及十二因緣的每一支，從而建立正

見，再依正見起正行。也就是經由戒

定慧的修學，圓滿五根、五力、七菩

提分、八聖道分，斬斷生死流轉的鏈

鎖，達到憂悲苦惱的止息。每晚聽完

法師精闢的開示，都有如醍醐灌頂，

讓我對「苦集聖諦」，有更深一層的

了解與認知，在修行用功的下手處得

以掌握得更精準。

幾天的禪修，除了法喜無量，外

護的因緣更是殊勝。開始的前兩天，

值逢菩提中心人文營的進行，有許多

義工菩薩幫忙典座，所以飲食無憂。

第三天和第四天，因為人文營的學員

出城旅遊，所以典座的義工菩薩下山

休息。那兩天，是由心真法師帶領著

遠從俄亥俄州飛來，探訪她的俗家弟

妹秀琳居士和弟妹的女兒妙瑞，為我

們備辦飲食。席間，經過介紹，才知

道原來妙瑞和志明都是研究癌症的醫

學專家，妙瑞目前服務的辛辛那提兒

童醫院，距離志明家只需一個小時車

程，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想想因緣

真是殊勝，有人特別從肯德基州飛到

德州的菩提中心打七慶生；有人也似

「特別」從俄亥俄州飛來護持(因為

妙瑞他們在菩提中心就只停留那兩

天)，圓滿了本來看似不具足的打七

因緣。如此美妙的因緣，為此次的禪

七慶生會，帶來更多的感動與法喜。

志明師兄和湘蕙師姊是九0年代

中期在休士頓大學的留學生，他們

當時在學校創辦學佛社，時常邀請玉

佛寺的法師及居士大德前往弘法；也

經常帶領學佛社的成員，到玉佛寺幫

忙做義工。之後，湘蕙更擔任德州佛

教會少青組的負責人，她常說那時她

是扮黑臉，嚴格的要求管理少青組；

而志明則扮白臉，輕鬆的帶領少青玩

耍，寓教於樂，培養感情。一對佛門

佳偶，將當時的少青組帶領的非常成

功。後來由於工作關係，他們數度搬

遷，但所到之處，第一件事情就是成

立佛學社團。從臉書上看到，他們搬

到肯德基州時，房子還沒整理好，已

經租借場地邀請法師前往指導禪修

了。他們真是非常難得的佛弟子，自

己用功學佛的同時，不忘護持弘揚佛

法，上求下化，自利利他，是我學習

的榜樣。緣起的人生，在學佛路上，

能有諸上善人聚會一處，能有善知識

互相提攜，這是多麼美妙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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