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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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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3 今晚 7:30（生活）節目﹐節目主持
人黃梅子（右）采訪 2018（擁抱春天）文藝晚會主席
楊德清（中）﹐副主席陳皙晴（左）﹒下周一晚 8 點﹐
下周二下午 1:30 重播﹐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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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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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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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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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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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代煎中藥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 煌 廣 場 內）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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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爾推進可持續發展
“吸血鬼夫婦”參與“黃金回收”
第 51 屆國際消費類電子產品展覽會
於當地時間 9 日在拉斯維加斯開展，展
商紛紛打出“可持續牌”。其中，全球
知名企業戴爾公布兩項“回收”計劃。
承諾 2018 年使用 16000 噸海洋塑料
統計顯示，當前海洋中已有超過
8600 萬噸海洋塑料，並且每年都有超過
800 萬噸塑料源源不斷地流入海洋。科
學家預測“到 2050 年，海洋中的垃圾數
量將超過魚類”。
“通過創建首個商用規模的全球海
洋塑料供應鏈，我們變廢為寶。”戴爾
全球終端客戶解決方案事業部資深副總
裁 Darrel Ward 告訴記者，經過長達 18 個
月的可行性測試，他們已在 XPS13 二合
壹設備上推出行業首個海洋塑料包裝。

Darrel 表示，2018 年將使用 16000 噸
海洋塑料，“我們承諾，到 2025 年將把
海洋塑料的年使用量提高10倍”。他說，
戴爾旗下的產品XPS13和XPS15二合壹已
被列入方案的壹部分。
記者了解到，當前有不少廠商同樣
在“藍色領域”發力，比如通用汽車、
Trek 自行車、Interface 等，這些企業聯合
組建了跨行業組織 Next Wave，目標是
創建世界上首個商用規模的海洋塑料和
尼龍供應鏈，共同把海洋材料用於產品
中以降低對塑料的使用。
新技術使用閉環再生黃金
Darrel 在會上介紹了戴爾另壹項“回
收”創舉：從廢棄的電子產品主板中提煉
黃金，並把這些材料重新用於循環經濟。

舉行的戴爾發布會上，曾參與演出
《暮光之城》的美國知名演員兼企業家
Nikki Reed 現身。Nikki 表示，她將與戴
爾合作推出用回收黃金制作的“可持續
發展系列首飾”。
有研究表明，開采黃金和其它金屬
的公司每年至少向水域傾倒 1.8 億噸有毒
廢品。戴爾實踐還得出壹個數據，從回
收的 1 噸主板裏提取的黃金量是 1 噸等重
的金礦裏獲得黃金的 800 倍。
“用回收黃金制成的首飾與傳統金
飾沒有任何區別！”Nikki 對中新網記者
表示，關鍵是扭轉人們的看法。她說，
目前飾品主要在美國發售，她希望能推
廣至中國及其他地區。
Darrel 告訴中新網記者，從回收主
板到提取出可用黃金再到放入新主板，

整個周期大約需要 6 個月。他說，使用
回收黃金的主板將在今年 3 月出貨，
“至於用在更多產品上還需要做可行性
研究，壹旦通過研究，我們還可以把這
些黃金用於服務器”。
戴爾＋航天“吸血鬼”助陣
在戴爾舉行的相關活動上還有兩個
“花絮”。其壹，戴爾正在積極運用航
天技術，比如回收航天領域的碳纖維，
比如最新發布的產品 XPS13 采用 GORE

隔熱層——這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
“火星探測漫遊者”計劃同出壹門。
其二，Nikki Reed 的丈夫 Ian Somerhalder 當日也來到現場，這對“暮光之
城＋吸血鬼日記”夫婦共同倡導環保理
念。曾數次前往中國、曾在中國拍攝 12
個星期的 Ian 也與中新網記者分享了他對
中國的喜愛。
Ian 也在與中國企業合作推出飲品，
這位知名的“吸血鬼”形容說：“紅色
的，像血壹樣，不過很健康。”

聚焦戰略行業和境外市場 27 家上市國企重組停牌
綜合報導 日前，記者了解到，隨著國有企業
改革進入深水區，國有資產的並購重組力度進壹步
加大，2018 年將有望迎來國企重組整合浪潮。多地
近期提出重組整合目標或計劃，廣東 2018 年底基本
完成省屬國資系統的重組。而企業層面重組整合也
在加速， 27 家上市國企因重大資產重組停牌。
值得註意的是，新壹輪的重組整合中，利用重
組整合向產業鏈上下遊延伸、強強聯合打造規模效
應等勢頭越發明顯，電信、生化、高端制造等戰略
新興行業的重組增多也引人註意。在“走出去”的
趨勢下，還有不少企業選擇通過境外並購重組提高
競爭力。
2017 年，從中央到地方，特別是涉及煤炭、鋼
鐵等產能過剩領域，國有企業並購重組的步伐正在
顯著加快，圍繞著國企改革的市場化重組正在全面
加速。這從上市公司並購的升溫上就可窺壹斑。
Wind 統計數據顯示，以最新披露日期計算，
2017 年以來 A 股市場共計發生重大重組事件 461 起
（含失敗），涉及交易總金額高達 1.85 萬億元。上
述重大重組事件中，涉及國有上市公司的就有 126
家，總交易規模達到了 8538 億元。而截至 9 日，滬
深兩市合計 1014 家國有企業中，處於停牌狀態的有
50 家，其中中央國有企業 20 家，地方國有企業 30
家。停牌原因為重大資產重組的共有 27 家。
渤海活塞日前披露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稱，
本次交易對方為 TRIMET Aluminium SE，是與公司

無關聯關系的第三方。交易標的公司所屬行業為汽
車制造業，公司擬以支付現金的方式購買標的公司
75%股份。根據渤海活塞介紹，該公司主業為高性
能、低排放內燃機活塞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是生
產各種汽車、船舶、工程等動力機械用活塞的專業
化企業，活塞制造產能居世界單個工廠首位。
記者了解到，標的公司是壹家歐洲知名的輕量
化鋁合金部件研發和制造企業，產品涵蓋鋁合金發
動機部件、傳動件及車身結構件等。標的公司為歐
洲汽車行業的領導品牌如戴姆勒、寶馬、奧迪、大
眾、沃爾沃、麥格納等提供鋁合金零部件的開發與
生產，並與各大主機廠保持著長期的良好合作關
系，是歐洲汽車鋁合金鑄造行業的領導品牌。
根據此次公告，不難看出渤海活塞通過重組延
伸產業鏈的意圖和計劃。此外，標的公司在歐洲的
銷售網絡和客戶市場也或將促進渤海活塞拓展境外
市場。
同樣重組境外公司的還有中糧生化。中糧生化
公告稱，公司重組的標的資產初步確定為 3 家境外
公司的 100%股權。3 家公司均為投資控股型公司，
其投資項目分別從事生化能源相關產品的生產銷
售、生物化學相關產品的生產銷售、生物制造領域
的相關研發。標的公司目前的控股股東均為 COFCOBio-chemicalInvestmentCo.， Ltd.， 實 際 控 制 人 均
為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中糧生化官網顯示，公司主
營產品包括燃料乙醇、檸檬酸及其鹽類、L-乳酸、

油脂、玉米蛋白飼料、生物發酵飼料及 DDGS 等系
列產品。
華潤微電子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則與重慶市經信
委、重慶西永微電子產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簽署了
戰略合作協議 ， 三方將致力於將華潤微電子（重
慶）有限公司打造為全國最大的功率半導體基地。
據悉，本次整合是央企間微電子業務的第壹次重
組，是國內半導體產業關鍵戰略資源（8 英寸晶圓
生產線）的第壹次整合，也是國內分立器件產品和
業務規模最大的壹次整合。
事實上，高端制造、生物化學等戰略行業的重
組整合壹直在提速。業內專家認為，壹個明顯的趨
勢是，國企重組整合的目的性、戰略性都更強了，
專業化重組、結構調整成為關鍵詞。2017 年成功實
施了國機集團與恒天集團，保利集團與中輕集團、
中國工藝集團，中國國電與神華集團 3 組 7 家企業
重組，國資委監管央企戶數由 2003 年國資委成立之
初的 196 家調整至 98 家。
根據國資委的部署，在此基礎上，未來將繼續
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為主線，以提高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
推動國有資本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
國資委改革局局長白英姿表示，下壹步央企的
重組整合，將重點抓住“五個聚焦”：聚焦深化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聚焦突出精幹主業、聚焦做強做
優做大、聚焦行業健康發展、聚焦創新能力提升。

隨著 2018 年更多省市重組方案出臺，今年重組
整合將進壹步提速，促進國企精益主業、發展新興
行業及戰略行業。湖南省屬企業至 2017 年末已整合
至 30 家以內，海南省國資委主任倪健日前也表示，
下壹步將公布各企業主業目錄，鼓勵省屬企業間通
過交叉持股、合資合作等方式實施調整重組，推動
資源向重點領域、優勢企業、優秀團隊聚集。
為加快推進戰略性重組，廣東省國資委專門研
究制定了《省屬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整體方案》。 按
照省國資委的部署，2018 年底基本完成省屬國資系
統的重組，70%以上省屬國有資本集中到基礎性、
公共性、平臺性、引領性等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85%以上國有資本集中在資產超千億元的大企業、
大集團。
廣東省國資委主任李成表示，總的考慮，就是
要進壹步明確省屬企業整體功能定位，即緊緊圍繞
我省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著力在重大民生工程、重
點項 目 、 重 要 平 臺 和 關 鍵 行 業 上 優 化 配 置 國 有
資源，切實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好綜合性、
區域性、系統性、帶動性功能和作用。通過突出分
類發展，將目前的準公共性、競爭性省屬企業，進
壹步細分為準公共類、競爭類、金控類三大類別。
準公共類企業要打造成為全省重大基礎設施投資、
建設、運營和管理的主力軍，競爭類企業要打造成
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行業引領者，金控類企業成為
影響力較強的資本運營商、產融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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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

无限 通话和短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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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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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法案應該是“
移民法案應該是
“愛的法案
愛的法案”
”

檔案照片--“
檔案照片-“夢想者
夢想者”
”在美墨邊境的柵蘭公園
在美墨邊境的柵蘭公園（
（Sunland Park）
Park）一處
新建的邊境墻旁舉行“
新建的邊境墻旁舉行
“保持我們的夢想
保持我們的夢想”
”(Keep Our Dream Alive) 的
跨國親屬聚會。
跨國親屬聚會
。攝於 2017 年 12 月 10 日。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華盛頓 CNN 1 月 11 日訊）川
普總統在陳述他的移民改革要求時
表示，任何民主黨和共和黨人都會
同意移民法案該成為“愛的法案”
。
川普總統在白宮的內閣會議室
與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裏談到，敦
促人們“將國家置於黨派之前”，
同時他說，他不會保護成千上萬的
無證移民，他們沒有為美墨邊境的
邊境墻和一系列移民改革提供資金
。
川普說:“移民法案應該是一
份愛的法案。”“真的，這應該是
一份愛的法案，我們可以做到。”
他補充說: “但這也必須是一

項我們能夠確保邊境安全的法案。
”
自從民主黨和共和黨開始就一
項可能的協議進行談判以來，特朗
普在移民問題上發出了覆雜的信息
。周二，他表示，他將同意所有與
他會面的人提供的意見。
川普說:“我認為我的問題將
會是這個房間裏的人提出的問題。
”“我非常依賴這個房間裏的人。
我知道，雙方的大多數人都對雙方
的人民很尊重，我讚同的是要非常
依賴這個房間裏來找我的人。
川普一直表示, 他不會保護遞
延 行 動 童 年 移 民 (DACA) 參 與 者
——其中有近 800,000 人是被帶到
美國的非法兒童。

川普去年 12 月在推特上寫道:
“民主黨人已經被告知，而且完全
明白，在南部邊境，沒有必要的高
墻，也沒有可怕的連鎖移民和荒謬
的移民彩票系統，就不會有 DACA
”。“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
我們的國家!”
川普周二重申了這種感覺。
當被問及是否為他的邊境墻提
供資金時，特朗普說: “是的，必
須如此。”
川普在 9 月份結束了 DACA 計
劃。當時，奧巴馬總統說，他希望
國會介入，挽救這個項目，但他們
還沒有這麽做。

從戰場到家園 退伍軍人面臨困境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白宮官網 1 月
9 日訊）對於退伍軍人來說，回歸平民生活最艱難的
部分往往是在最開始的時候。退伍軍人在退役的第一
年特別容易受到心理健康風險的影響，但同時，又往
往得不到適當的照顧。目前的困境是：
• 只有 50% 需要心理健康治療的歸國退伍軍人
尋求治療。
在美國紐約，人們參加了一場為兒童入境計劃或 DACA 的延期
在美國紐約，
行動進行辯護的抗議活動。
行動進行辯護的抗議活動
。攝於 2017 年 9 月 9 日。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商業內幕 business
insider 1 月 9 日訊）不可折疊的模塊房屋（M.A.Di.），(
意大利原文 Modulo Abitativo Dispiegabile，M.A.Di.) 具有
以下特點：
• 由意大利建築師雷納托•維達爾（Renato Vidal）
設計，在起重機和三名建築工人的情況下，可以在 6 到 7
個小時內完成建造 MADi 居家房屋。
• 預制的抗震房屋可以有效地應對災害。
• 價格從 33,560 美元到 74,300 美元不等。
根據造型和規格的不同，建造一個傳統的房屋可能
需要幾個星期到幾個月的時間。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
建築師開始使用預制裝配式建築——預制件在工地現場
組裝——使生產過程更快，而且往往還更便宜。
意大利建築師雷納托•維達爾(Renato Vidal) 的 MADi 是一座典型模塊房屋，在起重機和三名建築工人的情
況下，可以在 7 小時內完成搭建。

• 退伍軍人在剛退伍的 3 到 12 月的時段內，其
自殺率是現役軍人的 3 倍。
• 大約 18.5% 從伊拉克或阿富汗回國的退伍軍
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或抑郁症。
川普(Donald J. Trump) 總統認為，我們的退伍軍
人應該得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保障。他簽署了一項命
令，幫助他們從軍人生活過渡到平民生活。

這 33
33,,500
500元房子可抗地震
元房子可抗地震 並在
並在77 個小時之內建造完畢

這些房屋可以作為災難受害者的臨時住所，因為它可以
建造得如此之快，而且不需要打地基。它也可用於住宅
或其他目的。家用鍍鋅鋼框架有助於抵抗地震。
維達爾的設計提供三種不同尺寸的模塊房屋（MADi
）：290 平方英尺，603 平方英尺，和 904 平方英尺。根
據不同的型號，其中包括樓梯，價格從 33,560 美元到 74,
300 美元不等。每個型號都有家庭所需的兩層居住空間，
一間廚房和一間浴室。
在意大利阿普利亞(Apulia)的一家工廠裏，木材廠商
萊諾(Legno)生產木材房屋的部件，這些部件都采用打包
的的方式(類似於宜家家具)。然後，第三方施工人員平整
地面，並使用起重機將框架吊裝。最後，還增加了內墻
、窗戶和地板，並安裝了電氣系統、管道系統和冷暖通
風空調系統。從開始到結束，整個過程需要 6 到 7 個小時
。模塊房屋（MADi）也可以快速拆解。
這個月，為擴大規模開始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銷售
。它現在在北歐、美國和澳大利亞都可以買到。

模塊房屋（
模塊房屋
（MADi
MADi）
）的外部造型
的外部造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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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下周日晚登場
上周日起連續兩周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彩排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8
「擁抱春天」 春節聯歡晚會將於下
周日（1 月 21 日 ） 晚正式登場。所
有前後台人員，也在晚會主席楊德清
的召集下，於上周日（1 月 7 日 ）及
本周日（1 月 14 日） 連二周下午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彩排。隨著演
出時間的逼近，全部演員及後台工作
人員皆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他們是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總導演季家錦先生，晚會主席楊德清
先生，副主席陳皙晴女士，舞台總監
蔡毅博士及部份演職人員 都在現場盯
場。
一：晚會介紹：2018 擁抱春天春
節晚會是為慶祝 2018 年春節而舉辦的
大型綜藝晚會，是由中國人活動中心

主辦-休斯頓華助中心主辦，由中華
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中華人
民共和國僑務辦公室，休斯頓地區 60
多家藝術團體及各大社團協辦，支持
並參與的一項大型活動。今年晚會時
間 是 2018 年 1 月 21 日 ， 週 日 晚 上 6:
30pm-9:30pm， 在 Stafford Center，
10505 Cash Rd.,Stafford,TX 77477 舉
辦。將有政界人士，成功的企業家及
社區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參加。
這一年一度的活動始自
2004 年，起初叫歡歡喜喜大
團圓，從 2013 年開始更名為
擁抱春天。經過十多年的慶
祝表演的努力，該活動已經
成為休斯頓地區最大規模最
受歡迎的中國新年慶祝活動

之一。
這一活動高度展示了多元文化藝
術，增進了各社團之間的聯誼，也促
進了中美間的文化藝術交流與友誼。
來自休斯頓各界，及國內的 100
多位演員，其中有很多是表演很有成
就的著名演員。節目包括舞蹈，歌曲
，中國民族音樂，相聲小品，快板書,
太極，武術等。
二. 售票介紹：

晚會的票根據座位前後分 4 種，
$100,$50,$30,$20。售票單位：中國人
活 動 中 心 - 休 斯 頓 華 助 中 心
713-772-1133
安穩保險 713-952-5031
騰龍學校 281-242-0989
敦 煌 廣 場 歡 樂 小 棧
361-585-6986
惠康超市 713-270-7789
百佳超市 713-270-1658

方 太 廚 電 281-201-8186 3510
Hwy 6,Sugar Land.糖城大華隔壁
華夏中文學校 713-541-3339
周 潔 曉 慧 舞 蹈 學 校
713-516-5186
季 家 錦 小 提 琴 學 校
713-774-4908
及各同鄉會，各文藝團體，及有
關個人

UFO 協會一月份會議通知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UFO 協會」總幹事李兆琳於
日前發佈一月份會議通知如下： 該會將於一月廿日（下週六
） 上午 9：30 分至 11：30 分，在美南銀行會議室舉行講座。由
UFO 協會會長亓國華主講。主題：＂易經＂起源與＂地外文明
＂之關係，歡迎各界朋友踴躍前往聽講，參加討論。

（ 前排右起 ） 晚會主席楊德清
晚會主席楊德清，
，副主席陳皙晴
副主席陳皙晴，
，中國人
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
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
， 總導演季家錦
總導演季家錦，
， 舞台總監蔡毅
。（ 後排左起
後排左起）
） 聲樂老師李文一
聲樂老師李文一，
，王飛雪女士
王飛雪女士，
，音響師
張經坤，
張經坤
，晚會主持人孫聞
晚會主持人孫聞，
，鍵盤手李宏林
鍵盤手李宏林。（
。（ 記者秦鴻
鈞攝）
鈞攝
）

圖為王飛雪女士（
圖為王飛雪女士
（ 右 ） 與音樂伴奏進行排練
與音樂伴奏進行排練。（
。（ 記者秦
鴻鈞攝 ）

陳述師老先生喪禮 本周日上午舉行

圖為陳述師老先生。
圖為陳述師老先生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本巿美南大專聯合校
友會會長，中華保健中心會長，休士頓銘傳大學校
友會會長洪良冰女士令尊翁（ 公公 ） 陳述師老先
生，慟於 2018 年 1 月 7 日晚，在休士頓安然辭世，
享壽 96 歲。
該家屬謹擇於明日（1 月 14 ，星期日 ）上午
十時卅分在永福殯儀館舉行告別式，隨即於十二時
，引發安葬於森林墓園。.
陳述師老先生於 1922 年農曆正月初八出生於江
西省萍鄉縣，父母是公務員必須隨著政府調動，從
小留在老家寄養在親戚家，在缺少家庭親情的環境
中成長，看盡親戚胳膊往內彎，任其自生自滅的冷
漠，靠著自己能力自修進入湖南大學土木工程系。
1945 年湖南大學畢業，響應抗日十萬青年十萬
軍的號召，投筆從戎進入空軍的航空發展委員會，
到重慶機械學校受訓 1 年半。日本投降後，到濟南
飛機修護場接收日本設施待了 1 年半。之後到上海

空軍後勤供應司令部 1 年。接著轉入南昌航空工業
局，到過漢口、杭州、桂林，昆明、廣州、長沙。
1949 年隨空軍撤退到臺灣，航空工業局改成航
空技術局，在台中遇上了林聲雅女仕，倆人刻苦勤
儉成家，生下一兒一女，那時軍人薪水微薄，就算
妻子也工作，持家仍然艱困，兒子又體弱多病需要
錢看病吃藥，他靠著夜裡翻譯美軍技術手冊，1000
字翻譯 20 元核對 10 元，一月賺三千多元（高於薪水
），加上白天到南投、員林高中兼課教書，來賺錢
貼補家用。
1962 年因為胃潰瘍和眼睛勞累因素，從空軍少
校退役，以文職聘僱進入國防部軍事工程局做監工
工程師，負責石門水庫、機場、飛彈基地、辦公樓
、製造廠等工程，一直潔身自愛，不收紅包。
1967 年到台中港務局參與十大建設的台中港建
港工程，在浚港工程處，從科長、副主任、正工程
師、到副處長，一做 15 年。

1982 年 60 歲退休後和妻子在台灣繼續規律的生
活和晨起運動，不時一同出國旅遊、返鄉探親、也
來美探親，輪流住在休士頓的兒子家和鳳凰城的女
兒家，倆佬拿了多年的綠卡都還住在台灣自己的房
子。
1995 年 73 歲才和妻子來美國休士頓定居，住進
兒子家隔壁由兒子準備給他們安居的房子，從此，
已是青少年的孫子孫女有了和爺爺奶奶朝夕相處的
環境，祖孫三代每天一定在一起晚餐，近 20 年來，
兒子媳婦參加活動、外出旅旅，都一定把倆佬帶去
，老年幸福美滿。
2015 年中老伴先走後，老人日夜思念情深，勉
為其難適應高齡孤獨的生活，2018 年 1 月 7 日他脫離
了老壞肉體的束縛，可以在天上和妻子相聚了。
陳述師老先生的一生：為人，正直清廉，相忍
為善；待人，謙虛和睦，克己為人；對家，以身作
則，默默付出；處世，圓融無爭，謙和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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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故我在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
(本報訊)時間：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地點：文化中心 134 室
講員：楊艾俐女士
台灣天下·文化資深顧問，中國汕頭大學教授，楊艾俐女士將於一月二十七日以“我寫故我在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楊艾俐從事寫作四十餘年，從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在青年日報及新生報任記者，之後留學美
國，返台灣後，加入天下雜誌，是天下雜誌的創刊班底，2009 年開始在中國廣東汕頭大學任新聞
學院任教，教授深度報導及財經新聞等。
此次演講主題“我寫故我在”，楊艾俐以個人經驗談她的寫作生涯，文字的魅力、以及如何
長久不懈從事寫作。

光鹽社於 1 月 6 日舉辦健康講座
朱繼光醫師主講 「腦腫瘤」

（本報記者黃麗珊） 光鹽社於 1 月 6 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77036 的該社舉辦健康講座，由朱繼光醫師深入淺出主講 「腦腫瘤」，許多關心的僑界人士都
踴躍來聆聽，獲益良多。
腦腫瘤可以分為良性（非癌腫）和惡性（癌腫）兩種。如果腫瘤是在腦部開始，稱為原發性
腦腫瘤。如果腫瘤是由身體其他部位擴散到腦部，則稱為繼發性腦腫瘤。在各種類型的癌腫中，
肺癌和乳癌最容易擴散到腦部。良性腦腫瘤只要動手術切除，一般不會對健康構成威脅，但即使
切除後只剩下很小塊，有時候也可能會再次繁殖擴大。有需要的話，這類復發的良性瘤通常可以
再次動手術切除。如果良性腦腫瘤的位置不當，也可能危害生命。
朱繼光醫師在會上說明腦腫瘤分類，原發性顱內腫瘤：發生於腦組織、腦膜、顱神經、垂體
、血管殘餘胚胎組織等。繼發性腫瘤：指身體其它部位的惡性腫瘤轉移或侵入顱內形成的轉移瘤
，常見於肺癌、乳腺癌等。在全身惡性腫瘤中，惡性腦瘤約佔 1.5%，居第 12 位，列胃、肺、黑色
素瘤、肝、食管、乳腺、直腸、結腸、胰、膀胱及鼻咽癌腫之後，男性稍多於女性，性別比約為
1.12-1.52.在美國，Metastatic Brain Tumors/轉移瘤 170，000/year; Primary Brain Tumors/原發瘤 40
，000/year; GBM/Anaplastic gliomas/胶質瘤 15，000/year.
原發性顱內腫瘤分類，胶質瘤（Glioma)：源自胶質細胞。胶質細胞是腦組織中的支持性組織
。其分類為：星性細胞瘤（Astrocytoma):是常見的胶質瘤，佔胶質瘤的 70-80%. 成人的星狀細胞瘤
大多長在大腦，而兒童的星狀細胞瘤則常長在小腦及腦幹。就腫瘤的惡性度可分為四級：第一級
毛狀星狀細胞瘤（Pilocytic Astrocytoma)屬低惡性腫瘤； 第二級星狀細胞瘤（Astrocytoma)屬低惡性
腫瘤；第三級 分化不良星狀細胞瘤（Anaplastic Astrocytoma:AA)屬惡性腫瘤；第四級 多型性神經
胶母細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GBM)屬惡性腫瘤。寡樹突胶質瘤（Oligodendrog),室管膜瘤
（Ependymoma).原發性顱內腫瘤分類，非胶質瘤-非胶質腦瘤，常見的有下列幾種：胚芽腫瘤
（Embryonal Tumor):屬惡性腫瘤，依部位及分化程度可分為成神經管細胞瘤、室管膜母細胞瘤
（Ependymoblastoma)、原始性神經外胚層腫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PNET)以及非典
型性畸胎樣橫紋肌肉瘤（Atypical Rhabdoid/Terotoid Tumor:AT/RT). 腦質瘤（Meningioma),顱咽管
瘤（Craniopharyngioma), 神經鞘瘤（Schwannoma),神經節胶質細胞瘤（Ganglioglioma),腦下垂體腫
瘤（Pituitary Adenoma),脈絡叢腫瘤（Choroid Plexus Tumor).
朱繼光醫師說明症狀，兩個因素 1.腦瘤的大小：驚厥，頭痛、嘔吐、意識狀態改變（嗜睡、
昏迷）亦或是瞳孔病變，在幼兒，顱內壓的增加也可能導致頭骨直徑增加和囟門鼓脹. 2. 腫瘤的位
置症狀表現-各式各樣：癲癇，認知和行為能力的下降、個性變化、偏癱、感覺遲鈍、失語症、視
野變小以及顏部癱瘓等. 出現的時間點和病程通常和腫瘤的性質有關（良性-慢速增長/胶期症狀出
現，或惡性-快速增長/早期症狀出現）.
診斷 l, 沒有特定的臨床症狀可以直接判定腦腫瘤的發生；局部神經症狀例如顱內壓的產生和

加重時則須相當注意，或
是沒有驚厥或者癲癇病史
的患者有突發性驚厥或者
癲癇時有可能是由於腫瘤
內的出血、腦水腫或腦脊
液阻塞所引起.
診斷 ll, 影像診斷在腦
腫瘤的判讀上是相當重要
光鹽社健康講座，
光鹽社健康講座
，由朱繼光醫師主講 「腦腫瘤
腦腫瘤」」 ，許多關心的
的。電腦斷層掃描（Com僑界人士都踴躍來聆聽，
僑界人士都踴躍來聆聽
，獲益良多
獲益良多。（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puted Tomography:CT), 磁
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核醫學（PET), 腦血管造影.
診斷 lll, 切片檢查：雖然影像檢查的進步，但確診需要病理診斷. 腦脊液生化和細胞學檢查
（腰穿 lumbar puncture).
冶療-l:手術治療，對於一般的惡性腫瘤如高級星狀細胞瘤、腦室謨瘤等，雖然完全切除或接
近完全切除者，預後較佳，但必需加上放射治療及或化學藥物治療，方能達到控制腫瘤生長的目
的。對於良性腫瘤，採用手術完全切除的機率較高，病人存活率也較高，如大腦或小腦星狀細胞
瘤、一級腦膜瘤等，不需進行放射線或化學藥物治療，復發機率低. 未能以手術全部切除的殘餘的
良性瘤，可視情況予以觀察追蹤，或隨即使用化學藥物治療，或放射線治療.
治療- ll, 化學藥物治療. 任何化療藥物只能通過藥物的脂溶性通過血管內膜細胞，腦瘤的化療
仍受到血腦屏障限制. 化療藥物：口服藥物替莫唑胺（Temozolomide),手術時直接植入的藥物芯片
Gliadel(BCNU)-局部緩釋。非主流化療藥物：亞硝脲類烷化劑 BCNU 和 CCNU,或者用 PVC 方案
（甲基芐肼+長春新鹼+CCNU),有延遲和累積骨髓抑制和肺毒性等副作用，易產生耐藥性.治療lll, 放射線治療（雙刃劍）。 X 放射線或者 r 射線、高速中子射線對腫瘤細胞進行殺滅，簡稱放療.
放射線治療是最常見的腫瘤輔助治療手段。無法安全切除的深部位良性瘤.放射治療是一種有效的
方法. 目前放射線治療已發展至隨形或定位方式，包括直綫加速器的放射治療、伽傌射線定位放射
手術等.研究指出病人接受立體定向放射外科手術和全腦放射治療對於病人學習和記憶的損傷有較
大的副作用和風險性.
朱繼光醫師從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獲得醫學學位. 他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塔
夫斯大學醫學院完成了神經病學的住院培訓，隨後在波士頓的哈佛醫學院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完成
了神經病學研究. 在進入醫學院之前，朱博士在紐約州立大學獲得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
醫學院布萊根婦女兒童醫院完成了他的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發生研究的博士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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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同鄉會
2018
同鄉會24
24週年春節晚會
週年春節晚會""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共創未來
共創未來""活動通知
親愛的各位鄉親，美南福建同鄉
會在此恭祝各位闔家幸福，喜樂安
康。
美南福建同鄉會決定於 2018 年 2
月 11 日下午 5 點半，地址珍寶海鮮大
酒樓，舉辦美南福建同鄉會 24 週年
慶典"不忘初心，共創未來" 春節聯歡
晚會。
屆時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各兄
弟社團將會與我們的鄉親們一起歡聚
一堂。

本會的 2018 年度會刊也開始籌
備工作。有意願的社會團體，公司或
者個人請積極與我們活動策劃部門聯
繫。屆時將會有相關工作人員將會刊
廣告贊助細節及費用明細進行說明。
並，本會初步決定會刊相關廣告贊助
及更新活動將在 1 月 21 日截止。請各
位多多支持。
本會的春節聯歡晚會本著聯繫鄉
情，共話美好未來的理念。歡迎各位
多才多藝的鄉親積極參與。可以將自

己願意表演的節目與我們活動策劃部
門聯繫。多謝各位支持。
本會活動策劃部門，請各位登陸
我會官方網站詳詢：
www.fujiansouthusa.org
活動報名連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cA3SJLYD6DFgr7AIEfulKwu5eH_zf-1E-UdU0MMo7hFr5M
Xw/viewform

糖尿病與中醫治療
潤元堂國醫館
糖尿病是一種嚴重危害人們身體
健康的慢性代謝性疾病。近年來，發
病率呈爆炸性速度增長。據中美兩國
的官方統計，兩國人口中至少有 10%
的成年人患有此病，而且這個比例還
在快速遞增。糖尿病的臨床表現主要
以血液和尿液中的糖分超標為特徵。
糖尿病的治療，降糖當然是第一要務
。西藥降糖藥能很快地降糖，中藥方
劑和針灸治療也有明顯的降糖作用。
西藥的效果立竿見影，但不能停藥，
故一般需要終生服藥；中醫療法，見
效略慢，要達到穩定的療效，一般需
堅持治療幾個月，但幾個療程後，即
可停藥，血糖一般不會反彈，這對早
期患者尤為如此。糖尿病的一個主要
致病原因是過食和肥胖，另外，過度

的精神壓力也是原因之一，對此，中
醫特別是針灸對減重消脂，減壓放鬆
有著顯著的療效。
對糖尿病的治療，往往有個誤區
，即人們過度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降
糖，降糖固然重要，但糖尿病的危害
並不在於居高不下的血糖值，而在於
糖尿病的並發症，主要包括血管病變
和神經病變。血管病變典型的有眼底
血管病變和心血管病變，所以冠心病
往往伴隨糖尿病而發。神經病變典型
的有糖尿病足，病人兩足漸漸失去了
知覺，有些病人早上起來要猛力踢牆
才能感覺他腳的存在。還有，糖尿病
足的病人小腿皮膚會出現頑固的潰瘍
，發展下去西醫只能截肢，別無他法
。糖尿病的並發症是每一個糖尿病人

都繞不過的宿命，只是遲早的問題。
西醫對治療並發症幾乎沒有太有效的
方法，但中醫在這方面有其獨到的優
勢。比如冠心病，如果中醫治療得早
，完全可以避免病人手術加裝支架，
避免出現生命危險等。至於糖尿病足
，病人失去的知覺可以很快用針灸恢
復，頑固的皮膚潰爛也能很快收口，
只要堅持治療，病人絕對不會被截肢
。所以，中醫對治療糖尿病並發症有
西醫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對提高糖尿
病患者的生活質量，延長壽命有很大
的幫助。
潤元堂國醫館（位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
電
話
832-818-0707）對治療糖尿病引起
的各種並發症有豐
富的經驗和卓越的
療效。比如，神經
炎知覺缺損，一般
一次便能見效，經
過階段性治療後，
療效便可鞏固。下
肢頑固性潰瘍，傷
口多能很快癒合，
患者的體力會有明
顯的改善。很多病
人一開始只能顫顫
巍巍地走路，能恢
復到一日行走五至
十英里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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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位列《富比士》全美百大銀行前五名
【洛杉磯訊】1 月 10 日，《富比士》
（Forbes）發佈了 「2018 全美百大銀行榜
」 ，華美銀行名列第五位，為前十家銀行中
唯一以華裔客戶和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商
業銀行。這是華美銀行連續第八年躋身榜單
前十五位（2010-2018）。自 2009 年起，
《富比士》雜誌發佈年度 「全美百大銀行榜
」 ，統計數據由標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提供，旨在評估全美百大銀行
的財務狀況。
此次評選基於十項與銀行成長、盈利能

力、資本充足比率及資產品質相關的指標，
其中包括：平均有形股東權益報酬率、平均
資產報酬率、淨息差、效益比率、呆帳消除
比率、非獲利資產佔總資產比率、風險資本
及準備金佔非獲利資產總額的比率。
《富比士》指出，銀行業整體及大銀行
均表現良好。銀行資本狀況健康，沒有看到
信貸品質方面存在潛在問題。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

，直接作用在
痹症上，使痹
症軟化，消融
，使變形的骨
骼得以修復歸
位。
3.
以 除
根固本為主。
由於患者得病
之前的機體就
出現了虧損，
腎精不足，元
氣耗損，外邪
乘虛而入。所以，當完成祛
除了“痹”症以後，還要進
一步補充腎元精氣，正氣內
存，不讓外邪入侵，這樣治
好的病就不會復發了。
李娜醫生將家傳秘方研
製成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
貼，針對腰椎間盤突出、頸
椎病、關節炎、肩周炎、腰
肌勞損、滑膜炎、腰椎管狹
窄、風濕腰腿痛、坐骨神經
痛、膝蓋腫痛等骨關節和軟
組織類疾病。有溫陽通絡、
活血散瘀、通利關節、軟堅
生肌、消炎止痛的奇效。
冬季寒濕是疼痛和骨關
節病的高發季節， 李娜療痛
中心推出中藥外敷結合科學
先進的運動醫學康復療法，
針 對 性 強 療 效 快 ， 一 次/敷
$60， 或 一 個 療 程 6 次/敷
$300。
李娜療痛中心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
絡
電
話:
832-863-8003，
713-492-0686

李娜療痛中心：
李娜療痛中心：
通絡止痛 熱敷藥貼
為病人帶來福音

李娜醫生

李楠醫生

中藥外敷是運用中藥歸
經原則，以氣味具厚、藥物
為引導率領群藥，開結行滯
直達病灶。固可透入皮膚產
生活血化淤，通經走絡，開
竅透骨，祛風散寒等功效。
敷於體表的中藥刺激神經末
梢，通過反射，擴張血管，
促進局部血液循環，改善周
圍組織營養，達到消腫，消
炎和鎮痛的目的。同時藥物
在患處通過皮膚滲透達皮下
組織，在局部產生藥物濃度
的相對優勢，從而發揮較強
的藥理作用。
療效特點：
1.
以通經活絡為主，
快速打通因寒濕而淤塞的經
絡通道。中醫認為，痛則不
通，打通經絡通道，讓患者
首先解除疼痛之苦，樹立治
療信心，調動自身主動的心
理因素。也為後面的給藥，
掃通路障，讓藥直入病灶。
2.
以消除痹症為主。
中醫將所有的經絡骨病皆歸
結為痹症。這一組的藥力是
直指病灶，像靶向給藥一樣

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
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3 百 63 億美
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 處服
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
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
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我
們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
廈門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
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
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

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
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
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
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 查閱。

佛光山中美寺 1 月 20 日
舉行佛學講座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主講 「 佛法真諦」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佛
光山中美寺今年第一場佛學講座
，是將於 1 月 20 日（ 下週六）
上午十時半，禮請西來寺住持慧
東法師法駕中美寺主講： 「佛法
真諦」。中美寺希望各護法信眾
，把握此難得的聞法因緣，大家
一起來聆聽佛法，增加智慧。
佛法到底是什麼？只是一些
儀式嗎？或者只是打坐就可以了
嗎？如何學習和修行？如何使智
慧生起？希望您可以通過慧東法

師的演講，找到自己的答案。值
此難得機緣，中美寺誠邀十方大
眾前來聆聽慧東法師的佛學講座
，同霑法益，共邀福庇。
演講時間：1 月 20 日（ 星
期六） 上午十時半，地點： 佛
光 山 中 美 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 Texas 77477, 電 話:
281-495-3100。免費入場，全程
英文翻譯，歡迎光臨。詳情請電
：281-495-3100

圖為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
圖為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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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回家過年！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在敦煌廣
場最後三天
最後三天大甩貨，出價就賣，快去撿漏！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古玩玉器在中
國城敦煌廣場二樓生活良品隔壁展銷，因老闆要回中國過春節，
租約馬上到期，最後三天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以上
，出價就賣！
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是歷代官窯所在地。此
次展銷的幾百件景德鎮瓷器件件都是精品，其中就有著名工藝美
術大師曹文選的幾件佳作，曹文選是瓷藝大師王錫良的弟子，王
錫良是當代瓷藝名家，“珠山八友”之一，景德鎮第一位“中國
工藝美術大師”，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能拍出幾百萬的高價。但
王錫良年事已高，沒有新作品問世，所以他弟子的作品現在在市

場上炙手可熱。此次展銷就有王錫良弟子曹
文選的幾件作品，這幾件作品工藝高超，做
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
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
錯過。
此次精品展帶來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傢俬，
各種越南黃花梨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書
桌、大型沙發組、餐桌組等。黃花梨家具已
經被識貨的藏家買走了好幾套，出價就有機
會，請大家抓住機會！尤其值得推薦的是兩
組大型根凋茶台，以整棵樹根凋刻
而成，天然遒勁、古樸生動，茶台
設計巧妙，排水管道隱藏其中，與
家人朋友一起品茗賞木，實乃人生
一大享受！各種中型茶盤、小型果
盤、平安扣、鎮紙等，各種黑檀木
茶盤，玲瓏瓷茶具等也應有盡有。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
金絲琺瑯描金開光瓷板畫、景德鎮
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蘇繡名家精
品刺繡等均屬上品，讓你愛不釋手
。整個精品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
，等你收藏。因老闆要回家過年，
場地租約只有幾天就到期了，現跳樓大甩貨，最後幾
天，每天從早上 9 點到晚上 9 點，全天營業開門，出
價就賣！折扣最高達 90% off 以上，機會難得，不可
錯過這個撿漏的大好時機。
春節就要到了，華人都喜歡在節日期間走親訪友，
不管您是送給美國友人還是華人親朋，景德鎮瓷器絕

越南黃花梨寫字台

越南黃花梨大床和床頭櫃
對是上好的選擇，看上去高貴但實際花錢並不多，還有原裝的禮
盒包裝，真是太划算了！
中國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古玩玉器大甩賣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61，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敦
煌超市生活良品隔壁)
電話：346-310-3558

濫用激素藥治療皮膚病—
濫用激素藥治療皮膚病
——後果嚴重
—後果嚴重((2)
（接上期）如果長期外用激素藥
，還會成癮，其副作用大約有 20 多種
。最常見的是用藥後病情迅速好轉，
持續外用一段時間，一旦停藥後，在
一兩天內用藥部位（特別是面部）可
發生赤紅、觸痛、瘙癢、裂口、脫屑
，以致發生膿皰，原發病變加重，稱
之為反跳性皮炎。當重新塗用激素後
，上述病情很快好轉或消失；如再停
藥，反跳性皮炎再發，而且比以前更
嚴重。患者為了避免停藥後的痛苦，
完全依賴於塗用激素。幾個月或幾年
之後，患處可出現深的持續性紅斑。

塗用時間越長、產生反跳性皮炎就越
重。還可使皮膚變薄、脆弱、萎縮、
毛細血管擴張、紫癜、真菌感染、痤
瘡樣皮炎等。變得易受損傷；還會出
現輕度多毛、多汗、皮下出血和傷口
癒合困難等。
下列皮膚病並不適合選用上述激
素類外用製劑：
1、足癬（又稱香港腳）、股癬
等皮膚病，都是由表皮癬菌引起的，
激素類藥物沒有直接殺滅或抑制這些
癬菌的作用。因此，足癬、股癬用膚
輕鬆、樂膚液、皮炎平及加拿大皮膚

病激素藥時，只能起暫時控制炎症和
止癢作用，但不能殺死癬菌，如長期
或反復使用，會使癬病加重和擴散。
2、膿皰瘡、癤以及化膿性皮膚
病，也不適宜用激素類藥物。因為這
些皮膚病也是由細菌引起的，擦這類
藥物不但治不了這些病，還會使病情
加劇，增加痛苦。
怎麼辦？難道皮膚病患者就無藥
可治了嗎？ No，慶倖的是，來自中
國的、純天然的、無激素的“劍牌”
皮膚病霜已經在加拿大熱銷多年了。
它對大多數皮膚病的治療，一試便知

，療效完全取代了激素藥的止癢效果
。而且治癒停藥後，一般不“反跳”
。只有少數種類皮膚病，治癒停藥後
“反跳”。但不像激素藥，停藥後一
、兩天內馬上反跳，而是要經過數天
后慢慢出現反彈，症狀是一次比一次
輕，最後完全消失。而激素藥停藥後
反彈，症狀一次比一次加重。此“劍
牌”皮膚病霜還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
認可，是純天然中草藥精製而成。它
溫和、細膩、無刺激。活血化瘀、軟
堅散痂。能改善肌膚微循環，還能促
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變細胞，已經進

入了部分西人市場。一試便知，一定
會讓你感受到從未有過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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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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B 工作簽證備戰攻略和最新移民消息
H-

一年一度的 H-1B 申請季馬上就
要到了。許多客戶查詢在一月份需要
積極準備的事宜，以備衝刺四月一日
的 H-1B 正式申請。
學位評估
1. 什麼樣的學位需要通過學位評
估？
如果申請人的學位是在美國以外的任
何國家取得的，都需要獲得學位評估
方可申請 H-1B 工作簽證。
2. 只 持 有 專 科 學 歷 有 可 能 申 請
H-1B 工作簽證嗎？
持有專科學歷的申請人如果在拿到學
歷後，有 6 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
也可以請評估機構進行評估。如果評
估機構認定該學歷和相關工作經驗等
同於美國的本科學歷，即可申請
H-1B 工作簽證.
3. 學位評估由什麼機構辦理？
學位評估需要由專門的評估機構辦理
。
4. 學位評估需要多長時間？
1 天到一個月不等。
5. 申請人需要提供什麼材料？
申請人需要提供學位證明，翻譯件和
成績單。
公司資質
許多客戶常常困惑於什麼樣的公
司有資格申請 H-1B 工作簽證。通常
我們從三個角度考量公司的資質。
1. 公司成立時間
2. 公司的員工人數和員工的學歷
程度
3. 公司的毛利潤和純利潤
總的來說，公司成立時間越長，員工
人數越多，員工學歷程度越高，公司
的毛利潤和純利潤越高的公司越容易
辦理 H-1B 工作簽證。
新公司可以申請工作簽證嗎？
新公司，員工人數少於三個的公司，
和仍舊虧損的公司也可以申請 H-1B
工作簽證。但是需要提供更詳細的材
料證明公司有合法理由僱傭一個需要
有本科學歷以上的員工。主要從以下
角度著手準備：
1. 從公司角度看，需要提供：公
司網站的信息，公司的宣傳冊，產品
介紹，公司的海關報關單，商業保險
，公司和其客戶簽訂的合作意向書，
訂單，公司開具的發票，公司辦公地
點的租約和照片，公司的註冊信息等
。

2. 公司和員工的詳細僱傭合同，
合同中明確具體的工作職責，公司為
員工提供的培訓和設備，考核員工的
細則，發放工資的時間和方式，工作
成果的歸屬，各種保險，福利和假期
等。
3. 如果公司曾經或正在僱傭與申
請人所學專業同樣或類似的員工，可
以提供該員工的學歷證明，成績單以
及員工的 W2 和薪水單，以證明公司
確實需要類似的人才。
4. 公司可以在相關媒體張貼招聘
廣告，證實公司求賢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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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我們律師樓今年遞交的所
有 H-1B 工作簽證全部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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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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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的排期表，親屬
移民申請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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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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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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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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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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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
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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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第二次籌備會

（ 左起
左起）
） 「中國人活動中心
中國人活動中心」」 副執行長劉姸
副執行長劉姸，
， 「 北京電視台
北京電視台」」 節目製作孫聞
， 「 天津同鄉會
天津同鄉會」」 會長陳亭
會長陳亭，
， 「東北同鄉會
東北同鄉會」」 劉濤
劉濤，
，查宗華等人在會議上
查宗華等人在會議上。
。

李蔚華先生（ 立者 ） 首先在籌備會上致詞
李蔚華先生（
首先在籌備會上致詞。
。 （ 左起
左起）
） 「 德州東北同鄉會
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
會長張玉誠，
，園
遊會節目策劃高曉慧老師，
遊會節目策劃高曉慧老師
，ITC 共同主席 Gary , 「 中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 會長孫鐵漢
會長孫鐵漢，
， 「美南新聞國際
藝術團」」 董革老師
藝術團
董革老師。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 右起 ） 「 東北同鄉會
東北同鄉會」」 前會長王曉霞
前會長王曉霞、
、 李秀嵐
， 「 福建同鄉會
福建同鄉會」」 會長唐宗法
會長唐宗法，
，西裔代表 Jorge ArArguilesa 等人在籌備會上
等人在籌備會上，
，李秀嵐正在發言
李秀嵐正在發言。
。

「 河南同鄉會
河南同鄉會」」 會長張燕嘵
會長張燕嘵（
（ 中 ） 在會中發表看
法 。 旁為吳曉萍校長
旁為吳曉萍校長（
（ 左 ）， 「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會長房文清
會長房文清（
（右）。
全體出席籌備會的社團代表於會後合影。
全體出席籌備會的社團代表於會後合影
。

（ 右起 ）旅美音樂家
旅美音樂家，
， 「 美國蕭邦國際藝術中心 」 校長吳曉
萍， 「 東北總商會
東北總商會」」 會長高緒春
會長高緒春，
， 「 上海聯誼會 」 會長陳皙
晴。

出席大會的代表（ 右起 ） 「 僑灣社
出席大會的代表（
僑灣社」」 劉志恆
劉志恆，
， 「耆英會
」 會長方海妮
會長方海妮，
， 「 世華工商婦女會
世華工商婦女會」」 會長
會長，
， 「 台聯會
台聯會」」
代表羅秀娟，
代表羅秀娟
， 「 愛心組織
愛心組織」」 會長徐小玲
會長徐小玲。
。

籌備會由美南報系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 右立者
右立者）
）主持
主持。
。

廣 告
星期六

2018 年 1 月 13 日

Saturday, January 13, 2018

B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