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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法案過關
特朗普慶功

（綜合報導）週三，國會參議
院首先在東部時間凌晨投票通過了
最終版本的《減稅與就業法案》
（Tax Cuts and Jobs Act），眾議院接
著在東部時間中午重新投票，共和
黨人最終贏得了這次稅制改革的勝
利。至此，30 多年來規模最大稅改
立法塵埃落定。特朗普當天下午在
白宮舉行儀式，慶祝他入主白宮近 1
年來取得的第一場立法勝利。
繼參議院週三凌晨投票通過最
終版本的稅改法案之後，眾議院當
天中午對該法案進行第二次投票，
共和黨最終毫無懸念地闖過了最後
一關。至此，30 多年來美國規模最
大稅改立法塵埃落定。
週二晚上，參議院挑燈夜戰，
對共和黨的《減稅與就業法案》
（Tax Cuts and Jobs Act）最終版本展
開激烈辯論。表決開始後，反對該
法案的民眾激烈抗議，投票被打斷
。直到東部時間週三凌晨，參議院
才以 51 票贊成、48 票反對的表決結
果通過了該法案。
除亞利桑那州國會參議員麥凱
恩（John McCain）因病缺席外，所
有的共和黨參議員都投票支持該法
案，而民主黨參議員則團結一致反
對該法案。

由於在週二的表決中違反了若
干規則，眾議院週三中午重新投票
表決稅改法案。這次投票在美東時
間 下 午 1 點 結 束 ， 結 果 以 224 票 比
201 票批准了經過參議院修正的 H.
R.1 號稅改法案。
在當天的表決中，沒有 1 個民主
黨議員投贊成票，卻有 12 個共和黨
議員投了反對票。
眾議院議長瑞安（Paul Ryan）
興奮地敲下結束投票的槌子後說：
“現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法案
將被送到特朗普總統的辦公桌上，
我們在 2018 年就可開始實施新的稅
法了。”
眾議院本來在週二已經投票通
過稅改法案，但是民主黨人指出法
案中的三個條款違反了參議院版本
的規則，必須刪除。因此，眾議院
週三不得不再次表決。
在國會闖關成功後，該法案將
被歸檔。這意味著，特朗普不會馬
上就把它簽署成為法律。白宮經濟
顧問科恩（Gary Cohn）說，預計特
朗普要到 2018 年 1 月才會簽署稅改法
案。
不過，這並沒有影響特朗普的
好心情。眾議院投票結束後，特朗
普立刻發表聲明說：“我許諾美國

12 月 20 日，舒默
舒默（
（右）和佩洛西在國會大廈舉行記者會
和佩洛西在國會大廈舉行記者會。（
。（美聯社
美聯社）
）

稅改案共和黨當政績
民主黨當選舉武器

（中央社）美國國會終於通過稅改案，
成為美國總統川普今年最大的立法勝利，但
民主黨人士已經打算將它變成川普最大的包
袱。
民主黨人士認為明年的期中選舉可以利
用情緒因素，左右選情，主張稅改將最多的
好處給了企業和有錢人，嚴重不公平。
民主黨籍億萬富豪思特爾（Tom Steyer
）今天接受路透訪問談到共和黨領袖時說：
「小心願望成真。他們想要這個他們從來不
該要的（法案），他們將會悔不當初。」
思特爾表示，他打算透過政治團體
NextGen America，以他的資金攻擊共和黨稅
改案，利用社群媒體、網路廣告，鎖定年輕
選民。這項策略不久前才幫助民主黨籍候選
人瓊斯（Doug Jones）當選阿拉巴馬州參議
員，以及諾森（Ralph Northam）選上維吉尼
亞州長。
民調人士認為，明年的期中選舉將會是
罕見的浪潮選舉（wave election），由一黨拿
下國會的掌控權。這種情形發生在 2010 年和
1994 年，當時由共和黨拿下國會掌控權。

人民將在聖誕節給你們
送上一個美麗的大減稅
計劃，現在法案通過了
，這就是他們獲得的禮
物。”
週三，國會眾議院
投票通過稅改法案後，
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出聖
誕減稅的動圖，並配文
說：“我們將給美國人
12 月 20 日，特朗普在白宮的慶祝儀式上發表講話
特朗普在白宮的慶祝儀式上發表講話。（
。（美聯社
美聯社）
）
民送來歷史性的減稅！
”
所做的努力。
當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宮舉行 他說：“感謝
儀式，慶祝他上台近 1 年來取得的首 你（特朗普）
個立法勝利。
信守承諾，在
眾議院投票結束後，特朗普發 聖誕節前見證
表聲明說：”在減稅和改革破碎的 國會通過了美
體制後，我們將為經濟發展注入燃 國歷史上最大
料。美國將再次勝利，我們將前所 規模的減稅法
未有的成長。現在我的土地上充滿 案。聖誕快樂
了樂觀的精神，美國人再次感到， ，美國！”
最明亮的日子即將到來。“
週三，眾
美東時間下午 3 點，慶祝儀式在 議院表決通過
白宮南草坪準時開始。特朗普、副 共和黨的稅改
總統彭斯、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 法案後，國會
奈 爾 （Mitch McConnell） 、 眾 議 院 兩院的民主黨
共和黨領袖瑞安悉數到場。
領袖在國會大
12 月 20 日，瑞安在白宮慶祝儀式上講話
瑞安在白宮慶祝儀式上講話。（
。（美聯社
美聯社）
）
特朗普首先發表講話。他說： 廈舉行記者會
“這是我們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稅改 ，譴責共和黨黑箱作業、倉促推出 重要的法案，通過之前沒有舉行任
何公聽會。她說：“稅改攸關每個
和減稅計劃，十分特別！”
新的減稅法案。
納稅人的福祉，必須符合跨黨派、
特朗普稱，稅改法案落地之後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至少 4 萬億美元資金將流回美國 Schumer）當天說：“在共和黨領袖 減債、經濟 3 原則，但這次程序，什
。他說：“很多公司都說，它們十 今天下午在白宮慶祝法案通過的同 麼都沒有。”
這兩位民主黨領袖都指責共和
分高興，我們將把公司帶回美國。 時，美國民眾卻會後悔。問題是，
黨暗箱操作，讓稅改法案在民眾對
我們將看看會發生什麼，這最終意 沒有任何美國人、任何經濟學家相
其內容不清楚的情況下倉促通過。
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工作、工作、 信，減稅法案將創造就業。”
針對民主黨的批評，白宮一位
工作。”
舒默說，此時此刻只有兩個地
官員週三辯解說，特朗普及其助手
特朗普說：“這十分簡單，我 方開香檳，一個是白宮，一個是大
在立法過程中一直希望和民主黨人
們正在讓美國再度偉大。”
企業老總的辦公室，因為這是為全
麥康奈爾在麥克風前說：“今 美最富的 1%所設計的稅法，包括特 進行協商，但這個嘗試沒有成功。
該官員稱，白宮和大約 70 位民
年是特朗普行政當局取得非凡成就 朗普本人在內。
主黨人開過會，但是沒有一個人願
的一年。”
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
瑞安講話時，也讚揚了特朗普 （Nancy Peloci）稱這是“美國歷史 意就稅改進行討論。該官員說，白
宮的“分化環境”導致民主黨人全
“精湛的總統領導力”。
上最糟糕的法案”。她指出，這麼
盤否定稅改法案。
彭斯感謝了特朗普為推動稅改

倘若民主黨
再拿下參院兩席
，就可以取得掌
控權。在阿拉巴
馬和維吉尼亞接
連奏捷下，他們
甚至希望利用民
眾對稅改嘉惠富
人的不滿，拿下眾院的控制權。
根據路透/易普索集團（Reuters/Ipsos）
12 月中旬的民調顯示，只有約 29%選民支持
稅改，而超過 52%反對。全美各地區沒有超
過半數受訪者支持稅改。
民主黨參議院競選委員會（Democratic
Senate Campaign Committee）已在內華達 、
亞利桑那、印第安納、俄亥俄、賓州和威斯
康辛等幾個關鍵州推出反稅改廣告。
YouTube 影片播映前，短短 5 秒的廣告
播放。網友不能跳過廣告，會聽到 「共和黨
的稅改把大幅減稅給了企業，卻提高中產階
級家庭的稅負」。
共和黨表示，民主黨人士太過一廂情願
。民調顯示，50%選民認為他們的稅負將增
加，但稅務分析師表示，80%繳的稅會減少
。
共和黨寄望在選民看到薪資增加時，會
對民主黨的說法嗤之以鼻，進而支持川普。
就算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納稅人也
要等到 2019 年才會依照最新的稅改法報稅，
到時期中選舉已經結束了好幾個月。

沃納此番講話是為了回應
穆勒面臨衆多共和黨人批評的
現狀。他們稱由穆勒帶頭的調
查對特朗普存在偏見。
白宮特別檢察官科布
（Ty Cobb）告訴 CNN，並沒
有要解雇穆勒的“考慮”。
而沃納反駁，國會對特朗普團隊與俄官員
關係的調查與穆勒的調查不同，因為前者根本
沒在調查可能存在的犯罪行為。
沃納告訴記者，他急於在立法官員回家過
聖誕節之前發表這一講話是因為他看到“為了
削弱穆勒，一些力量聯合在一起，聯合範圍之
廣甚至包括了聯邦調查局（FBI）。”

參議員沃納警告總統：
解雇穆勒就是“濫權”
（綜合報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首 席 成 員 沃 納 （Mark
Warner）周三（20 日）表示，解雇特別檢察官
穆勒（Robert Mueller）是濫用職權的粗暴行為
，並呼籲國會，若特朗普做此決定，國會應以
“嚴重后果”做出警告回應。
民主黨參議員沃納周三在參議院發表講話
，稱解雇特別檢察官穆勒或赦免被穆勒起訴的
人，就意味着跨過了他的“紅線”。

美財政部制裁 5 名俄羅斯人
“馬格尼茨基名單”再擴大
（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
20 日宣佈，依據與俄羅斯人權
問題捆綁的“馬格尼茨基法案
”制裁 5 名俄羅斯人，其中包
括俄聯邦車臣共和國領導人拉
姆贊·卡德羅夫。至此，“馬格
尼茨基名單”人數已增至 49 人
。據財政部發布的聲明，卡德
羅夫和另一人被指侵犯人權，
其余 3 人被指參與當年由俄羅
斯律師馬格尼茨基揭發出的預

謀犯罪。
根據規定，受制裁人員在
美國境內資產將被凍結，美國
公民不得與其進行交易。
俄羅斯律師馬格尼茨基曾
指認多名俄羅斯官員合謀侵吞
2.3 億美元稅款。2008 年馬格尼
茨基因逃稅罪名被捕，2009 年
預審羈押期間死亡。
法案規定，不得向與馬格
尼茨基之死及侵犯人權有關的

俄羅斯公民發放美國入境簽證
。同月，俄總統普京簽署“反
馬格尼茨基法案”，其中規定
禁止對俄公民實施過犯罪、參
與非法剝奪俄公民自由、對俄
公民進行過不公正審判的美國
公民入境，並查封其在俄資產
。
今年 1 月，美財政部曾擴
大“馬格尼茨基名單”，將俄
聯邦偵查委員會主席巴斯特雷
金等 5 名俄公民列為制裁對象
。俄羅斯方面表示，美方這一
行為是試圖關閉雙邊對話，進
一步惡化了兩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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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成立25週年暨創新基金成立！
（ 本報訊 ）2017 年 12 月 16 日晚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在糖城萬豪酒店
會議廳，舉辦了成立 25 週年年會,創
業創新論壇及慶祝晚宴。休士頓總領
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山東玉皇化
工有限公司 CEO 姚超良博士、國會議
員 Pete Olson 亞裔代表張晶晶女士、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先生、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張玉蛟教授、德州
大學休士頓健康科學中心醫學院心臟
內科終身教授耿永健博士，專協現任
會長林起湧先生，新任會長李守棟先
生，創會會長蒙如玲女士，以及能源
、醫學、計算機，環保，商務，法律
等專協會員和僑界人士等 100 餘人出
席了年會。本屆年會主要議程有：
2018 理事新一屆理事會和會長選舉，
25 週年創業創新論壇和慶祝晚宴。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專協第 25 屆年
會上致辭，她首先代表總領館總領事
李強民大使，祝賀專協成立 25 週年。
她表示，專協自 1992 年成立以來，積
極團結休士頓地區優秀華人專業人士
，致力於休士頓地區美中科技、文化
交流和經濟發展，是旅居北美的華人
專業人士交流和聯誼的重要平台。當
前中美科技創新合作逐漸成為兩國雙
邊合作的重要內容，中國與美南科技
創新合作面臨最好時機，希望專協借
助這一機遇，繼續積極促進中美兩國

科技創新深入合作
，為推動中美科技
與經濟深入合作做
出新貢獻。總領館
科技參贊陳宏生博
士，科技領事黃河
先生和張東女士應
邀參加了年會。
專協 2016-2017
理事會會長林起湧
先生致辭表示，本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成員與出席貴賓劉紅梅副總領事（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成員與出席貴賓劉紅梅副總領事
（ 前排左四
前排左四），
），
屆專協理事會圍繞
20162016
-2017 會長林起湧
會長林起湧（
（ 前排右四
前排右四），
），新任會長李守棟
新任會長李守棟（
（ 前排左三
前排左三）
）
著促進中美之間的
「 中國旅美專協
中國旅美專協」」 新任會長李守棟致詞
新任會長李守棟致詞。
。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經濟文化和科技交
流，為會員服務的
專協與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 心感謝個人，
宗旨，成功舉辦了知識產權法律講座
會協辦了中美創業創新論壇及主辦能 企業及僑界朋
，稅務講座，高中升學講座，計算機
源化工分會壇，為專協會員打造創新 友對專協年會
知識講座，成功地和蒙如玲老師的家
創業交流平台，使專協在中美創新創 的讚助和支持
人一起舉辦《專協創會會長蒙如玲個
業領域發 揮了積極作用。
！
人畫展》；成功地舉辦歡迎新會員感
為獎勵在創新方面取得優異成績的
剛剛當選
恩茶話會等活動。吸收了 31 位來自不
華裔大學生，專協以蒙老師捐贈的畫 的新會長李守
同行業的新會員；加強了會員之間的
展款項作為啟動資金創辦了“專協創 棟表示，他將
交流，吸引了訪問學者加入專協，聘
新基金”，創新基金得到美國玉皇化 繼承和發揚歷
請了耿永健教授為專協榮譽顧問。從
工有限公司的捐贈支持。創新基金的 屆會長為專協
而加強和擴大了專協與國內外相關行
創立將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大學生會員 盡心盡力的奉
「 中國旅美專協 」 2016
2016-2017 會長林起湧致詞
會長林起湧致詞。
。
業的合作與交流。理事會審議批准了
，為專協的未來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獻精神，立志
財務管理制度；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了
林會長衷心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 在擔任會長期間，腳踏實地地為全體 出去，到中國招商引資等合作機會。
財務審批額度及程序，堅持執行審批
斯敦總領事館長期以來對專協的支持 專協會員多辦實事，如解決就職，提 他希望更多華人專家們加入，祝愿專
人與款項經辦人分離的風險管控原則
！衷心感謝專協全體成員，歷任老會 升英文，職位晉升，以及拓展中美兩 協越辦越好！
。
長 25 年來對專協發展所作的貢獻！衷 國企業交流平台，創造讓專協會員走

2018年中國旅美專協財稅系列講座（一）
新稅法及其對你的生意和家庭的影響
（ 本報訊 ）甫於 12 月 16 日舉行換屆年會的 「中國旅美專
協 」，將於明年一月七日（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四時，舉行新
年度首場講座。邀請盛豐理財資深稅務專家，財務規劃師陳祖貴
先生主講： 「新稅法及其對你的生意和家庭的影響」。地點在：
10700 Richmond Ave. Suite 107, Houston TX 77042。
最近國會剛剛通過了過去 30 多年來最大的一次稅法改變。為
了讓廣大華人同胞了解 詳細的新稅法知識 , 特別是幫助
同胞了解新稅法對你的生意和家庭的影響。中國旅美專家協會邀
請資深稅務專家，財務規劃師陳祖貴先生 , 舉辦 "
新稅法及其對你的生意和家庭的影響"講座。 同時陳祖貴先生將現
場回答有關 2018 年新稅季家庭及公司報稅的問題。歡迎同胞踴躍
參加。
因座位有限，請您儘早報名。
專協會員$10/人；非會員$25/人。
報名聯繫：info@bestbenefitsolutions.com 電話：713-574-8258

陳家彥處長訪密州，
陳家彥處長訪密州
，與僑界領袖餐敘交流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於本
（106）年 12 月 10 日晚間偕副處長林映
佐及秘書陳偉玲赴密西西比州與密西西
比州僑務顧問陳清志夫婦等僑界領袖餐
敘交流。
陳僑務顧問歡迎陳處長履新，並到
訪密州與僑胞座談，表達政府對僑胞的
關懷，強調密州僑界向來支持辦事處推
展各項業務，未來也將繼續盡力支持和
鼓勵，積極給予協助。
陳處長感謝及肯定我僑界在密州長
期深耕經營有成，也表示辦事處將持續
努力行銷台灣，提供僑胞最佳服務。嗣
另說明我政府目前推動各項政策，盼僑
界能支持，並和辦事處合作，積極推動
雙方在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領
域的合作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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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新興委員長關心台灣商會發展 北美商會總會及休士頓商會熱烈歡迎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關心台灣商會發展
，12 月 16 日在緊湊活動行程間，在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
處長、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委
會周瑞珍科長、李美姿副主任等人陪同下，出席北美洲臺
灣商會聯合總會及休士頓臺灣商會等幹部午餐敘，受到吳
光宜總會長、梁慶輝秘書長、陳志宏會長及周政賢副會長
等人熱烈歡迎。
吳新興表示上次來訪是在今年的二月份，當時休士頓
台商會的熱情接待讓他印象非常深刻，本次再次度來訪相
當開心，同時關心海外臺商的發展，並對世界各地皆有僑
商的足跡，也成為中華民國推動經貿外交的最得力助手表
達感謝，另外亦對今年 8 月底德州休士頓因哈維風災重創
，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世臺聯合基金會、金城銀行

董事賑災捐款予休士頓市逾 50 萬美元，充分展現臺灣僑社
的關懷與力量，表達肯定。
席間台灣商會各與會人員亦把握時機，針對政府施政
現況如：建構交流平台、吸引高科技人才回台、國家正名
、榮譽職人員聘用等方面提問，吳委員長除仔細聆聽並立
即回應，出席代表對於吳委員長熟稔僑情、親切和藹、服
務理念，留下深刻印象，此外，吳委員長表示分布在全球
僑營企業是台灣推展國際貿易的最佳利器也是最有力後盾
，僑委會將持續配合加速投資臺灣政策，鼓勵海外僑臺商
回國投資新創事業，並協助國內新創團對海外通路及商機
，持續導引僑界成為支持臺灣發展的重要力量，大家亦抓
住機會與委員長合影，現場氣氛熱烈溫馨！

北美台商聯合總會打造人力媒合平台嘉惠台灣學子
吳新興委員長(右二
吳新興委員長(
右二))贈送 2018 年僑委會最新月曆予北美臺商會總會及休
士頓台商會，
士頓台商會
，由吳光宜總會長
由吳光宜總會長((左二
左二))代表接受

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中)、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左
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左 5)、梁慶
輝秘書長(( 右 5)、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
輝秘書長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 右 3)、 周
政賢副會長(( 右 1)、 張智嘉前會長
政賢副會長
張智嘉前會長(( 右 2)、 世台聯合基金
會林鋕銘執行長((左 3)
會林鋕銘執行長

陳家彥處長致贈吳光宜總會長感謝狀表彰對台灣學子貢獻

（綜合報導）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本(106)年 12 月 18 日出席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台灣留學生就業媒
合平台」記者會，感謝吳光宜總會長於聯合總會網站建置台灣留學生求職專區，整合北美洲台商資源，將北美洲 39 個地
區分會 5,000 家台商企業出缺職務及實習機會優先考慮我台灣留學生。
近年來由於台灣高等教育發展成熟，加上少子化的緣故，到美國留學人數有趨緩現象。根據美國國際教育組織(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最新公布的數字，2017 年美國台灣留學生人數為 21,516 人；加拿大的台灣留學生約 3,
000 多人。陳處長於會中表示，透過教育部在美國 7 個教育組轄內所服務的 283 個台灣同學會，以及加拿大 2 個教育組所
聯繫服務的 25 個台灣同學會，透過這些脈絡，可以建立起有效的人力資源服務網。
聯合總會為台灣留學生提供畢業後求職就業最便捷的管道，陳家彥處長特別於會中致贈吳總會長感謝狀，表彰對台
灣留學生的努力與貢獻。休士頓重要台商領袖梁慶輝、陳志宏、林鋕銘、張智嘉、周政賢等也都到場支持這項有意義的
活動。

吳新興委員長(排一左五
吳新興委員長(
排一左五)) 、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排一右三
排一右三)) 與北美臺灣商會總會吳
光宜總會長((排一左四
光宜總會長
排一左四)) 、秘書長梁慶輝
秘書長梁慶輝((排一左一
排一左一))及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
會長((排二左四
會長
排二左四)) 、周政賢副會長
周政賢副會長((排二左十
排二左十))等人於餐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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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創新科目為轉學奠定基礎 為求職開辟捷徑
HCC 春季班報名正進行 1 月 16 日開課
作者：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CC）西南區公關傳播部主
任鄭通（Zen Zheng）
再過數日，二零一七年即將劃上句號。在此辭舊迎新之際
，您家的孩子是否也在考慮重整步履，尋找學業或生涯的新出
發點？
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 HCC
）春季入學正在報名之中， 在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一波登
記截止之前，筆者建議您和您的孩子盡快花一點時間上 HCC 網
站或致電入學諮詢處探索一下諸多將有效改變學子人生的獨特
路徑，抓住時機作出適合您孩子和您家庭的選擇。
或許您的家庭財政預算暫未能支持孩子入讀學費昂貴的四
HCC 西 南 學 區 的 高 級 製 造 業 卓 越 中 心 開 設 電 腦 數 值 控 制
年製本科大學，而孩子登赴長青籐盟校路途則更為遙遠；或許
（CNC
CNC）
）的高級製造業專業
您的孩子渴望第一次立足社會，快快體驗獨立人生的灑脫境界 HCC 的醫療急救以及各種醫療技術及信息專業為德州醫療中心
；或許您的孩子雖闖蕩職場多年，卻一直憧憬一份能真正充分 各大醫院
各大醫院、
、和休斯頓及其他地區輸送健康保健業急需的人才
實現其自我價值的工作 。。。無論何種情形，休斯頓社區大學
系統以其服務社區的特殊使命及源於職場需求的科目設置，都
為面臨上述問題而迷茫或困惑的年輕人開闢了實際可行的道路
。
學費低廉， 師資雄厚，創新科目與行業接合
休斯頓社區大學是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系統之一，有二十
多個校園和教育中心遍布休斯頓地區，三百多個科目為當今各
個領域輸送人才。HCC 以多元族裔文化著稱，國際學生來自一
百五十五個國家，在此學成獲得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
國際學生總數名列全美第一。總體 HCC 學生百分之八十八畢業
後找到工作。
HCC 西南學區的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開設的 3D 打印機新科技
雖然 HCC 學費大大低於四年製大學的學費，HCC 卻師資
高級製造業專業，
高級製造業專業
， 課堂在 HCC 斯塔福
斯塔福（
（Stafford
Stafford）
） 校園一所新
力量雄厚，各學院科係均有優秀教授授課，很多教授同時在四
建的現代化大樓。
建的現代化大樓
。
年制大學兼課。HCC 開設的科目課程很多由實際行業專家和
HCC 教授合作編寫設計，旨在確保課程與當今現實世界需求完
全接合，讓學生學成後立刻找到工作，在職場發揮才能。
深造學業或進入職場？ 兩大路徑改變人生
HCC 有兩條改變學子人生的路徑：對於想最終進入大學本
科獲取學士學位或深造研究生摘取碩士乃至博士桂冠者，HCC
低廉的學費和高質量的教學讓學生在快達兩年內就獲得副學士
學位，為進入本科打下紮實基礎，之後躍升四年制大學後只需
再完成兩年學業即可獲得學士學位。
如果不等到在 HCC 獲取副學士學位就轉學，所有在 HCC
積累的學分可被大多德克薩斯州內大學認可接納。HCC 與德州
數所四年制大學直接簽有合作夥伴協議或理解備忘錄，這些大
學包括德州大學泰勒分校，德州農工大學，休斯頓大學總校，
休斯敦大學市中心分校，斯蒂芬 • 奧斯丁州立大學，德州南
HCC 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的電腦程序設計專業課
方大學等。
程，著眼於當代急需人才的熱門高薪技術行業
著眼於當代急需人才的熱門高薪技術行業。
。
HCC
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的模擬設計專業課程
另外，對於無心晉升大學本科而想盡快獲得能有滿意薪資
的工作或在職者不滿現狀想改變職業者，HCC 開設各種熱門職
幾乎所有行業的地理信息科學專業。在醫療方面，HCC 西南區 春季入學第一波報名截止日：2018 年 1 月 15 日
業的快至數週到數月的短培訓課程，並授予證書，為此類求職者
密蘇里校園開設的急救技術及各種健康信息專業也將為您找到夢 報名方法：請致電 713.718.2277，或訪問 hccs.edu/apply 登記
開闢捷徑。
深入瞭解 HCC
想職業而開啟大門。
HCC 西南區是本系統中擁有五個分校最大的校區。目前熱門的
在新年鐘聲敲響之際，筆者希望您和您的孩子考慮 HCC，為其 請 訪 問 網 站 hccs.edu 或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 電 郵 student.in高新科技學科包括 HCC 與蘋果公司最新聯手創立的蘋果操作系
新的人生征程作出好的選擇。
fo@hccs.edu
統的程序設計專業，全球急需的網絡安全技術專業，以及應用於
HCC 春季入學報名

休城工商

楊德清主講

建造新房的操作過程（
建造新房的操作過程
（上）
（本報訊）上週日，方太廚電
與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合辦了一場
新建房屋操作過程的講座，有各界
人士 50 多人參加講座
。消費者協會會長楊德清主講。講
座詳細討論了以下幾方面的話題
1. 新建房屋的操作過程
2. 選施工隊時的注意事項
3. 簽約注意事項
4. 價格原理
方太提供了點心飲料並有一些
抽獎和小禮品贈送。
1. 建房概述
為什麼要自己建房.需要約 1-2 年的
時間. 比買現房慢,但一可以建自己需
要的房型,二可以增值.
2. 什麼人可以做
(1) 有一定資金的投資人.
(2) 想成為建築商的人
(3) 能抽出時間到工地上看的人
(4) 能與各種承包商打交道的人
(5) 能正確處理成功與失敗的人
3. 幾種做法選擇
(1) 正開發小區裡找建築商做
(2) 自己買地承包給建築商做
(3) 自己買地自己當建築商，找分建
築商分工做 今天講這種做法
(4) 全部自己動手建，叫 DIY(Do It
Yoursel) 這種有法規上的限制，在城
管區內不一定能做。各項都需要執
照者做。

4. 投資的時間與地點
在經濟上升時市場較好,容易賺錢,但
相應的人力就會緊張
5. 選擇區域和項目大小
www.har.com, www.realtor.com
各區域的買房記錄,房子大小,裝修規
格,價格,在市場上的長短,有無新房銷
售記錄.
6. 地的選擇
(1) 開發商的
(2) 小區裡空地重建.
(3) 舊房推倒重建.
7. 買地或舊房
時間通常需要 1-3 個月
(1) 請地產經紀(realtor)
(2) 開始尋找建築師
(3) 收集小區法規, 若不允許建新房,
或有限制,要慎重. 在棄權期(option)
之內,要讀小區法規(HOA by law)
(4) 要 到 丈 量 報 告 (survey) survey 要
有現在地基的高度,大街上參照點的
高 度, 最 好 也 有 樹 的 位 置 (tree survey). 最好讓丈量者(surveyor) 把地的
邊界用小旗子，或鐵棒給標出來。
8. 過 戶 後 先 做 土 壤 測 試 GEOTECHNICAL ENGINEER
這個需要 2-4 周出報告
9. 請建築師(architect)設計房子
(1) 選建築師 手工或電腦繪圖, 經驗
,區域,價格. 在相應的市政有設計經
驗很重要.簽訂合同. 修改怎麼收費.

若是 HOA 或 City 提出的修改免
費.
(2) 要給設計師 by law 做參考 面
積要求,邊界要求,層數要求,高度
要求,排水要求,植被要求等.
(3) 自己先有個符合法規前提下的
設想. 比如幾層樓,房間多少與佈
局,樓梯相對位置,面積,外觀的式
樣等.最好畫個草圖. 心中的想像
越具體,設計師就越容易,越快.
(4) 與 建 築 師 討 論 設 計 圖 (floor
plan). 一般建築師不喜歡反覆變
化. 訂好後,給建築師 2-4 周的時間設
計.
(5) 審查設計師的設計圖,提出修改建
議,這一步很重要，要認真地查看各
方面設計是否達到要求：房間佈局
；窗戶亮度；結構強度；地基設計
；屋頂設計；牆的厚度；燈光佈局,
室外照明及用電，如游泳池，後院
遙控門及各種功能的設計；自動化
系統的設計包括音響系統，互聯網
，電話系統，電視系統；用水系統
的功能；空調出風口及迴風口的設
計；房子絕緣方案，等等。設計圖
紙是各個包商估價的依據，若中間
改變，就意味著加價，而且可能會
比較貴，可能被宰，這一步是關鍵
，一定要請有經驗的人看一下。經
過反覆磋商,最後定稿.
10. 將建築師設計的初稿交給小區建

築管理委員會審批
小區通常對建房的臨街牆壁高度，
幾層樓，房子總高度，面積，建築
面積與地面積的比率即滲水率，建
築界線，外牆的顏色，子建築，像
車庫等都有特別的規定，一定要遵
守。若小區審核通過，就可以轉入
下一步。有時也可以下一步完後交
給小區審核。看小區要求不要求圖
紙上有工程師蓋章。
11. 請 工 程 師 Professional Engineer
(PE) 對房子結構把關
房子的結構和地基需要工程師的設
計或審核. 要將土壤報告交給工程師
，他會參照土質，來設計地基和結
構(framing), 或審核建築師的設計，
進行工程計算，來確定各項指標，
承重是否合理合格。若不合理的就
需要修改，若都合理，又符合市政

法規標準(code)的要求，工程師就會
在建築師設計的圖紙上蓋章。
12. 向市政申請建房許可證。
(1) 要看地所在市政的申請許可證的
要求，通常需準備兩份的圖紙， 申
請表， 滲水分析表，材料規格表，
節能分析表，綠化分析表等等。
(2) 可以聘請自己的建築師或者專門
的許可證申請公司去做，因為需反
覆幾次。第一次交上去後，可能被
拒絕，具體會有原因，需要更改，
更改完再遞交上去，可能還會被拒
絕，再需要修改，等等，直到完全
符合要求。
(3) 市政每一次的審核都會有 2-4 周
的時間。所以整個許可證申請下來
需 1-2 個月的時間，取決於建築師
的設計規範程度，和修改時的快慢
。

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敦全旅假期
各種特價 盡在全旅 ！
2017-2018 冬季黃石-大提頓國家公園-傑
克森-羚羊彩穴 8 日遊！
黃石公園 4-12 天 (買二送一) 按原價 30%
off 大甩賣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黃石公園、
羚羊彩穴、玲瓏拱門、西峽谷
美東 4-9 天 (買二送二) 按原價 30% off
大甩賣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
、波士頓、 羅德島、康州、哈佛大學、麻省
理工學院、耶魯大學

美西團 (買二送一) 按原價 30% off 大甩賣
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 迪士尼樂園
、好萊塢環球影城、聖地亞哥海洋公園 、洛
杉磯市區遊、大峽谷、玻璃橋 、 胡佛水壩
、大峽谷西緣、 巧克力工廠、仙人掌庭院 、
舊金山大橋、漁人碼頭、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
【長榮航空團票】$399 (含稅,含機票,含旅
遊)
坐長榮，回台灣，游大陸！

預定 2018 秋季 (1 月 1 號以後出發) 長榮回
台灣, 順道遊江南.可最多停留台灣 90 天
只需$399/人(含稅，含團費，含機票） .
座位有限, 欲購從速
$399 包含:
*休斯頓 -上海 - 台北 - 休斯頓機票 (含稅金
，可停留台北，90 天往返）
*江南 7 日暢遊上海，蘇州，無錫，南京，杭
州
*全程 5 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宴+上海本幫風
味西湖魚頭宴+錢塘江小吃+無錫乾隆宴+太湖
風味南京全鴨宴+淮揚風味姑蘇風味+吳門家
宴
***此價格未含，小費（$70）及部分景點
門票（$90), 中國大陸簽證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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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兌換星空聯盟航空艙位升等辦法
等辦法
兌換星盟艙位升等說明

需先訂妥星空聯盟航空所規範
的機票艙等機位暨開立機票，方可
訂升等機位。艙位升等機位之哩程
累計，乃依據會員所持機票訂位艙
等為基準，請於訂位時輸入您的無
限萬哩遊卡號，以利哩程於搭乘後
自動累計。
適用升等商務艙之經濟艙機票艙等
：僅允許機票艙等為 Y,B，另提供
額外機票艙等之星空聯盟航空公司
如下航空公司
AC,NZ NZ,LH
NZ,LX,ZH ET,LH,CA,ZH,
NH ET,SK
LX,ZH
SA(國內線)
額外機票艙等
O E U
G S M
註：對於僅提供經濟艙與頭等艙之
班機，您可直接持以上經濟艙機票
艙等，訂定頭等艙升等機位 。
適用升等頭等艙之商務艙機票
艙等：僅允許機票艙等為 C,D，另
提供額外機票艙等之星空聯盟航空
公司如下航空公司
LH,SQ,LX,UA,
CA SQ,NH SQ
額外機票艙等
J
Z U
星空聯盟優連夥伴 HO 無提供
兌換艙位升等服務
無提供升等頭等艙之星空聯盟
航 空 公 司 ： JP,A3,AC,NZ,OS,AV,
SN,CM,OU,ET,LO,SK,TP,TK,SA,
O6
機票上請顯示上述機票種類之
艙位代碼，請勿直接開立星空聯盟
航空所規範之升等艙位代碼。
請先確定啟程地及目的地的國
家所屬區域及兌換所需哩程， 如

欲確認請點選這裡。
請先確認您擁有同一會員卡號
且出發日仍有效之足額哩程，再至
長榮航空網頁會員艙位升等專區，
依系統提示之步驟訂定星空聯盟航
空之升等機位：
步驟 1：請登錄會員卡號與密
碼
步驟 2：請確認是否有同行者(
同一訂位代號中最多 4 名會員同行
，所有會員皆須訂升等)
步驟 3：請登錄同行會員的卡
號與密碼
步驟 4：請選擇搭乘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原始訂位艙等、搭乘
日期、出發機場、抵達機場(均以
單一班機為基礎，無法候補升等
位)
步驟 5：選擇欲抵扣自有哩程
或他人轉入的哩程。(電子升等憑
證不適用)
步驟 6：當您訂妥升等機位，系統
將立即抵扣您出發日仍有效的哩程
，出發當日直接至機場辦理報到手
續即可。
哩程兌換升等不適用嬰兒，嬰
兒升等方式請洽各航空公司。
團體票、員工折扣票、同業折
扣票或酬賓機票將不受理訂定升等
機位。
成人與兒童的兌換標準相同。
您需支付升等機位所產生之附
加稅金。
艙位升等僅限升等機票艙等上
一級艙等，對於僅提供經濟艙與頭
等艙兩種服務艙等之班機，您可直
接訂定頭等艙升等機位。
新加坡航空之新航豪華套房艙等
(Suites)無法提供兌換及有優選經濟

艙之機型亦無提供兌換至商務艙
。
請於班機起飛前 24 小時訂妥升等
機位。
於完成訂定升等機位後，不需要換
票重新開立機票。
當更改或取消班機時，請聯繫實際
承運的航空公司先取消您的升等機
位，再重新訂位。
當取消已訂妥之升等機位時，長榮
航空於接獲實際承運航空通知取消
升等機位後，需三至五個工作天方
可自動歸還哩程。
實際承運航空公司可能限制搭
機航班、航線及艙等。
實際承運航空公司對於需要特
殊服務的事項（如特別餐飲、預選
座位、輪椅旅客、單獨旅行之嬰兒
等）可能設定不同的規定，因此請 結合當代設計美學與實用功能的豪華經濟艙，豪華寬敞，前後椅間距達 38 英寸，寬度
務必聯繫各實際承運航空公司進行 達 19.5 英寸，提供充分的伸展休憩空間。搭配 Mood Light 燈光，營造情境式氛圍，使
您在飛行旅程中盡享平穩舒適，輕鬆入眠。
確認。
星空聯盟航空公司保留依自營
航班訂位狀況限制或調整艙位升等
邀請大休士頓及鄰近社區的
座位數的權利。
教友及望教友，帶您的親朋
訂定的實際承運航空公司需為
好友來與我們一起參與彌撒
星空聯盟航空公司。
聖祭，慶祝耶穌的誕生，慶
艙位升等不適用訂定星空聯盟
祝愛的聖事，慶祝我們人類
航空間共享班號且由其他航空實際
歷史的新篇章的開始！祈許
承運之班機。
「本報訊」美華天主堂於聖誕節及 世界和平與共融。我們也會給您 的朋
不允許於訂位與機場後補升等
新年的彌撒時間表如下：
友準備精美的禮品，願他們能感受到天
機位。
• 聖誕前夕彌撒(英文) ： 十二月二十 主的 愛與平安，還有我們美華的真摯
當於機場辦理報到時所出示之機票
四日 晚上五點三十分
與熱忱。詳情請參閱美華天主堂福傳網
不符合艙位升等規定時，需依照實
• 聖誕子夜彌撒(中文) ： 十二月二十 頁 (www.ascensionchinesemission.org)。
際承運航空之機場人員建議辦理。
五日 子時 (12:00AM)
美華天主堂的地址為 4650 Jetty Lane，
星空聯盟航空公司的行程可能
• 聖誕節彌撒(中/英文)：十二月二十 近百利大道在 Kirkwood 和 Cook 之間
沒有事先通知而被變更或取消，因
五日上午十點
，從百利大道轉口處有 AutoZone 店標
此在登機之前請向登機航空公司或
• 新年彌撒：元月一日上午十點
，電話 281-575-8855。
長榮航空訂位中心進行確認。
在聖誕節，這個普世同慶的日子，

美華天主堂聖誕
及新年彌撒通告

休城讀圖

休士頓華埠酒莊 12月
休士頓華埠酒莊12
月 8 日舉辦
TOAST THE MACALLAN 麥卡倫尋味之旅品酒會
麥卡倫-全世界最珍貴的單一麥芽威士忌在休士頓華埠
麥卡倫酒莊任君選購

麥卡倫單一麥芽威士忌百分之百以雪莉桶熟成原酒勾兌 ， 「 麥卡
麥卡倫單一麥芽威士忌百分之百以雪莉桶熟成原酒勾兌，
倫雪莉雙桶 Double Cask 12 年單一麥芽威士忌
年單一麥芽威士忌」」 渾然天成

休士頓華埠酒莊東主 Jackie 與優質 The Macallan (麥卡倫
(麥卡倫)) 珍稀佳釀市
場部經理 Lana Riley 及解說員主持 TOAST THE MACALLAN 麥卡倫尋
味之旅品酒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華埠酒莊東主 Jackie 夫婦將優質 The Macallan
(麥卡倫
麥卡倫)) 珍稀佳釀展現給佳賓品嚐
The Macallan (麥卡倫
( 麥卡倫)) 珍稀佳釀市場部經理 Lana Riley 著名烈酒
專家導賞各款威士忌的傳統與特色，
專家導賞各款威士忌的傳統與特色
， 喜愛威士忌的您絕對不能錯
過

休 士 頓 華 埠 酒 莊 東 主 Jackie 夫 婦 邀 請 佳 賓 出 席 休 士 頓 華 埠 酒 莊
1212
-08
08-2017 舉辦 TOAST THE MACALLAN 麥卡倫尋味之旅品酒會

休士頓華埠酒莊代理中、西名酒
休士頓華埠酒莊代理中、
西名酒、
、歡迎舊雨新知
歡迎舊雨新知、
、欲參
加不定期品酒會可洽經理偉哥

休士頓華埠酒莊經理偉哥夫婦表示被譽為 「 全世界最珍貴威士忌
」 的麥卡倫尋味品酒會
的麥卡倫尋味品酒會、
、 就是要以身歷其境的體驗方式
就是要以身歷其境的體驗方式，
， 讓更多
的人能夠親身感受麥卡倫累積 190 年的純粹與美好

休城讀圖
星期五

2017 年 12 月 22 日

Friday, December 22, 2017

B10

美南新聞集團/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美南新聞集團/
12 月 20 日舉行＂
日舉行＂2017
2017 聖誕新年派對＂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 美國蕭邦國際藝術中
心」 「 吳曉萍鋼琴工作
室」 校長
校長，
，旅美音樂家
吳曉萍校長（
吳曉萍校長
（左）與
晚宴主人 「 美南新聞集
團 」 董事長李蔚華
董事長李蔚華（
（
中） 朱勤勤社長（右
） 夫婦在派對上合影
夫婦在派對上合影。
。
派對主人李蔚華（
派對主人李蔚華
（ 中 ） 朱勤勤
朱勤勤（
（ 右三 ）夫婦 與美國來賓合影
與美國來賓合影。
。

出席來賓排隊選取品嚐中國美食。
出席來賓排隊選取品嚐中國美食
。

「 海參國際 」 負責人安美美
負責人安美美（
（左）與
友人在派對上。
友人在派對上。

著名雕刻藝術家王維力（ 左 ） 幸運抽中首獎
著名雕刻藝術家王維力（
幸運抽中首獎。
。與頒獎人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 、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李雄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李雄（
（
李蔚華董事長（
李蔚華董事長
（ 右 ） 合影
合影。
。
右 ） 與旅館業者 John Paul （ 左 ） 在派對上
在派對上。
。

主持晚會表演及抽獎的團隊。
主持晚會表演及抽獎的團隊
。

（右起
右起）
） 「 華夏學人協會
華夏學人協會」
」 會長羅雪梅
會長羅雪梅，
，新任會長黃華
新任會長黃華，
，
「 天津同鄉會
天津同鄉會」
」 會長陳亭在派對上合影
會長陳亭在派對上合影。
。

新聞圖片

威尼斯水上聖誕遊行 200 名聖誕老人劃船亮相

意大利威尼斯，“
意大利威尼斯
，“水城
水城”
”大運河上出現百艘貢多拉船
大運河上出現百艘貢多拉船，
，200 名男女
身穿聖誕老人服飾，在小船上舉行熱鬧的傳統水上聖誕遊行
身穿聖誕老人服飾，
在小船上舉行熱鬧的傳統水上聖誕遊行。
。

“ 護城河
護城河”
” 防恐襲

新大使館樓高 12 層，由設計到完工前後足足花了 10 年時間，總造價達 10 億美
元，是歷來最貴的單座美國駐外建築。

圓明新園入圍研學基地
復原八成圓明園建築景觀

美駐英大使館新館造價 10 億美元

日前，據有關部門和專家評議、營地實地核查及綜合評定，浙江橫店圓明新園，成功入選了教育部公示的第壹批
全國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基地。據了解，橫店圓明新園已成功復原了北京圓明園 84%的建築景觀，園內有 105 個花
園。目前，已開放了新圓明園（春苑）、新長春園（夏苑）、新綺春園（秋苑）、新暢春園（冬苑）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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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BACCARAT SUNDAYS
Be one of our lucky baccarat seat winners for a chance to pick a red envelope from one of our prize trees, with gifts valued up to $300.
Swipe your Total Rewards card to receive more chances to win.
Seven Stars | 7 Entries
Diamond | 5 Entries

Platinum | 3 Entries
Gold | 1 Entry

幸運百家樂星期日
Drawings | 7pm – 11pm
Baccarat Tables

成為獲得我們幸運百家樂席位的得主，並有機會從發財樹挑選一個紅包，最高可獲得價值 $300 的禮物。
刷您的 Total Rewards 卡即可獲得更多得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7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5 次抽獎機會

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百家樂遊戲桌

白金級 | 3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1 次抽獎機會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7,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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