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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15.3今晚7時30分（生活）節目主持人
黃梅子（右）採訪全景影視藝術學院副校長Ning LI
（中）﹑課程總監Alice Gong（左）﹐介紹全景影視藝術
學院開設的影視課程﹒2月19日(周一)晚間8時和2
月20日(周二)下午1時30分重播﹐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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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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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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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美國已發生年美國已發生1818起校園槍擊案起校園槍擊案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ABC
新聞 2 月 15 日訊）據一個非盈利組織統
計，2018年的頭45天裏在美國已經發生
了18起校園槍擊事件。

一個槍支控制倡導組織，名叫“城
市槍支安全”（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https://everytownresearch.org/）在佛羅
裏達州帕克蘭市（Parkland）發生槍擊事
件之前，在他們的網站上記錄了17起校
園槍擊事件。

根據其網站上的說法，校園槍擊事
件的定義是“任何時候，在學校大樓、
學校校園內或校操場上----如有必要，
通過與執法人員或學校官員的進一步確
認----槍支在校園內進行的活動。”

今次的槍擊事件是在佛羅裏達在
2018 年的頭一個。根據“城市槍支安全
”的數據，今年已經在德克薩斯州的三
個不同學校發生了槍擊事件，兩所加州
學校和兩所密歇根州的學校發生槍擊案
。還有10個州至少有一次槍擊事件。

在今天所有城鎮發生的17起校園槍

擊事件當中，有8起槍擊事件，沒有人受
傷。

兩起槍擊事件被認定為自殺未遂，無意
傷害他人。

“槍支暴力檔案” 組織（The Gun
Violence Archive）追蹤了大規模槍擊事
件的報道，其中包括四名或更多的人被
槍殺，並不包括槍擊者。據報道，在
2018 年，包括今天的佛羅裏達州在內，
已經發生了30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過去，學校一直是槍擊事件最致命
的地方。

美國現代歷史上第三次最致命的槍
擊事件發生在2007年的弗吉尼亞理工大
學（Virginia Tech University），當時有
32 人被殺，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槍擊案造成26人死亡
，這是第四高的傷亡事故。

布 勞 沃 德 縣 公 立 學 校 （Br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s）的負責人羅伯特
•朗西（Robert Runcie）說，在今天的

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槍擊案中，有17人死亡。

根據前聯邦調查局（FBI）特工、現
任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顧問布拉德•加勒
特（Brad Garrett）的講法，大多數校園
槍擊事件持續約5分鐘或更短。

加勒特解釋說，清理現場的時間卻
要長得多。因為執法人員需要有條不紊
地逐個房間地進行搜查，確保槍手解除
武裝並安全，也要幫助學生和教師轉移
的安全地點。

前紐約警察局局長雷•凱利（Ray
Kelly）說，在今天的槍擊事件中，學校
霸淩可能是一個刺激的因素，盡管動機
還沒有得到證實。

“我們在很多情況下都看到過，”
凱利（Ray Kelly）說，他現在是美國廣
播公司（ABC）的新聞顧問。

他說:“盡管我們還不能證實，但我
很確定這裏有這樣一個因素。”他指出
，這種欺淩可能是“真實的或已經感覺
到的”。

白宮集中精力重建美國白宮集中精力重建美國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白宮官網 2月14日訊）沒
有更多的障礙來重建美國

位於波士頓和馬薩諸塞州劍橋（Cambridge）之間的安德森
紀念大橋（Anderson Memorial Bridge）位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心臟附近。一座優雅的格魯吉亞覆興
式（Georgian Revival）建築，1912 年建造該橋時用
了11個月的時間。

將近100年後，當修覆它的時候，這個項目被拖了近5
年，並且花費慘重。

為什麽今天要花比一個多世紀以前多5倍多的時間來修
覆這座橋? 安德森紀念大橋項目是一個典型的臃腫覆雜監
管機構的受害者，它浪費了現代技術在美國各地建立快
速、安全、可靠的基礎設施的優勢。

本周，川普(Donald J. Trump) 總統提出了扭轉這一不可
接受趨勢的六條原則。其中一個原則是: 將決策權力返還
給那些有相關利益的州和地方社區。

一個特殊的200歲生日
大多數人都知道2月14日是情人節。但今天還有一個重

要的意義，那就是所有美國人都應該熟悉的: 這是廢奴運
動領袖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誕辰
200周年。

為 了 紀 念 非 裔 美 國 人 歷 史 月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Month），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昨天在華盛頓參觀了美國非洲
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博物館。該博物館於2003年被喬治•w•布
什(George W. Bush) 總統授權建立，並於2016年向公眾開放。該

博物館已迅速成為美國首都的主要景點。
副總統說:“今天，我站在這個偉大的國家紀念碑前，為眾

多美國英雄的奮鬥、犧牲和勝利而感到驕傲” 。“在這些大廳
裏記錄下來的歷史，是美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昨天下午晚些時候，來自全國各地的非裔美國人領袖與川普
總統和第一夫人一起出席了在白宮舉行的紀念非裔美國人歷史月
招待會。

在稅制改革方面，好消息接踵而來
在減稅和就業法案通過後的幾周內，美國公司的工資增長、

獎金和退休賬戶的貢獻顯著增加，同時，美國公司還計劃在工人
和設備上投入更大的投資。

截至本周，已有超過350家公司公開了這些意向，宣布計劃
在國內投資1500多億美元，向400多萬美國員工發放42億美元
的獎金。美國最大的公司、美國最大的銀行和美國最大的雇主都
宣布了在過去幾周內提高工人工資或發放獎金的意圖。

所有這些好消息意味著什麽? 雖然不可能完全確定這項全面
立法的影響，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估計，由於稅收改革而導致
的年度工資總額的增加將達到每戶4000美元。

川普川普(Donald J. Trump)(Donald J. Trump)總統總統、、第一夫人梅拉尼婭川普第一夫人梅拉尼婭川普(Melania(Melania
Trump)Trump)和美國外科醫生總會副主任傑羅姆亞當斯和美國外科醫生總會副主任傑羅姆亞當斯(Jerome M. Ad(Jerome M. Ad--
ams)ams)參加紀念非裔美國人歷史月活動參加紀念非裔美國人歷史月活動。。

佛羅裏達校園槍擊案發生後的學生家長佛羅裏達校園槍擊案發生後的學生家長。。

20122012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一名持槍歹徒在桑迪胡克小學一名持槍歹徒在桑迪胡克小學（（SanSan--
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槍殺了槍殺了2020名一年級學生和六名一年級學生和六
名教育工作者名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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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美南福建同鄉會24周年春節晚會
「不忘初心、共創未來」 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不忘初心、共創未來」，美南福建
同鄉會24周年慶及2018年春節聯歡會於2月11日下午5時30分
至下午 9 時，在 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72 的珍寶海
鮮大酒樓隆重舉行，由翁浩琅、劉婕主持。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
法會長、黃穗熙榮譽會長熱烈歡迎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
總領事，房振群僑務組長，吳元之德州州眾議員，德州州長辦公
室亞太投資陳中總監，Harris County張文華法官，德州廣東總會
陳灼剛董事會主席，江蘇同鄉會陳韻梅會長，中國人活動中心靳
敏董事長，范玉新執行長，美國總商會休士頓分會李少林會長，
中華總商會孫鐵漢會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與
各界代表及鄉親們300多人參加盛會，氣氛溫馨，場面熱鬧。

鑼鼓喧天，精彩的舞獅表演展開春節聯歡會，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應邀致詞，一走進會場，就感覺到濃濃的
年味。劉紅梅副總領事祝賀鄉親們新春愉快，感謝僑胞為國民外
交所做的努力，並讚揚美南福建同鄉會在唐宗法會長帶領下經貿
發展獲致良好績效，希望在新的一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德州
州長辦公室亞太投資陳中總監，哈里斯郡張文華法官及其他政界
代表上台致詞祝賀鄉親，狗年大吉，新春快樂，晚會圓滿成功。

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法會長致詞，時光飛逝，歲月荏苒，我
們即將迎來新的一年。值此新春佳節之際，我謹代表美南福建同

鄉會全體理事和成員，向所有旅美的福建鄉親，向所有華僑華人
，向我們偉大的祖國致以最美好的祝福。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同鄉會的宗旨就是為廣大旅美僑胞、僑商提供力所能及幫助的服
務平台，也是傳遞鄉情鄉音、聯繫及信息的交流平台。在2017
年里，我們德州地區遭遇了哈維颶風，在全體同鄉會成員，各個
社團，所有華人華僑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再一次戰勝了困難，展
示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風雨同舟，共創未來。美南福建同鄉
會成立以來，能有今天的規模，離不開所有成員的辛勞付出。感
謝所有關心和支持我們同鄉會的朋友，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讓我
們一起努力，朝著新的發展目標更進一步。我希望更多同胞用心
參與，共同見證我們未來的共贏與發展。天道酬勤，日新月異。
在2018年伊始。我們成立了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今後，美南
福建同鄉會和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將共同致力於團結鄉親、凝
聚僑心、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積極參與中美兩國間的經濟、文
化、科技和經貿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真正起到愛國愛鄉的橋樑
作用。再次祝願大家，新年幸福，快樂安康，事業興旺，好事連
連。祝大會圓滿成功。

2月11日晚由唐宗法會長頒發給福建泉州林起湧，福建長樂
陳貽亮，福建安溪胡金選，福建松溪吳家瑞，福建福清陳丹 「閩
僑之星」獎，表揚他們為家鄉與同鄉會一年來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
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首屆江典仁會長在中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見證下
，由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法會長手中接受
證書。
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江典仁會長致詞，在

這個新春佳節的喜慶日子裏，我們美國德
州福建總商會，在廣大鄉親和衆多業主老
板們，以及僑社領袖們，還有中領館領導
的大力支持下，在各位企業家業主的共同
努力下正式成立了。承蒙大家的厚愛和支
持，推舉我擔任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首屆
會長，我深感榮幸。在此，我謹代表美國
德州福建總商會全體同仁對在百忙之中抽
出時間出席本次會慶的各位領導、各位來
賓、各位鄉親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
感謝。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宗旨：為維護
福建籍華人、華商的合法權利，致力於團
結鄉親，凝聚僑心，互利互惠，合作共贏
。提高華人華商的社會地位；積極參與中

美兩國經濟、文化和科技經貿交流與合作；積極做好中美兩國之
間牽線搭橋的作用，為會員們提供更好的服務與平台，起到愛國
愛鄉橋樑作用。所謂商會，即商者的集會；所謂商者，生意、買
賣、經營。然而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們華人華僑聯合起
來的力量是無窮的。所以我相信，祇要大家積極參與商會的各項
活動，牢記商會宗旨，自律自強，並富有創新意識，服務意識，
共同為中美兩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和中美兩國的友誼促進做出我
們應有的貢獻。祝大會圓滿成功。

之後，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法會長，黃穗熙榮譽會長及全體
理事上台合唱 「愛拼才會贏」歌曲，廣受歡迎。當天獎品豐富，
多位幸運者中獎。當中娛興節目有劉春池演唱歌曲 「我愛你中國
」、 「瑪依拉變奏曲」，白雲表演 「超級肚皮舞」，飛雪演唱歌
曲 「火辣辣的情歌」，ShawnKang &amp; Paul Wen吉他伴唱歌曲
「童年」、 「夜空中最亮的星」，林小導表演 「楊氏太極拳37

式」，吳醫生演唱歌曲 「絨花」，Kathy Gu演唱歌曲 「Jambalaya
」，鬱靜霞小提琴演奏 「新春樂」，飛雪演唱歌曲 「鼓浪嶼之波
」，他們精彩的演出，帶給與會人士快樂，大家度過美好的夜晚
，大會圓滿成功。

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法會長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法會長，，黃穗熙榮譽會長及全體理事上台合唱黃穗熙榮譽會長及全體理事上台合唱
「「愛拼才會贏愛拼才會贏」」 歌曲歌曲，，把節目帶入高潮把節目帶入高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首屆江典仁會長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首屆江典仁會長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
副總領事見證下副總領事見證下，，由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法會長手中接受證書由美南福建同鄉會唐宗法會長手中接受證書。。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華人之友華人之友 能源律師能源律師Stefano De StefanoStefano De Stefano將選參議員將選參議員
代表德州在美國參議院爭取德州的最高利益代表德州在美國參議院爭取德州的最高利益

中華合唱團新年度練唱開始了
2月18日下午在休士頓僑教中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過去不久，
在一月份時中華合唱團舉辦了成立45
年來的第56場音樂會，休士頓地區諸
多僑胞及好些主流朋友，都開心參與
了那場盛會，在施彥伃老師帶領下，
合唱團一共演唱了14首中、英文及拉
丁文歌曲，一場成功的音樂會，團員
們盡心演唱，聽眾愉悅的享受，台上
台下熱情交流，頗受各界讚譽好評。
本地新聞媒體也不惜大幅報導鼓勵。

當初在1972年時，一些熱愛唱歌的朋
友聚在一起開始初創時期。時光飛逝
，至今合唱團已走過了悠悠45個寒暑
，不只成立時間久遠，一直仍然本著
“以樂會友”的熱忱不變，在這個音
樂大家庭中享受唱歌的樂趣及因“音
緣”而建立起的長久情誼。每次公開
音樂會都吸引許多熱愛音樂的同好前
來捧場，共享愛樂的樂趣。音樂會後
好些關心中華合唱團的朋友紛紛打聽

練唱或下次演出等，準備要參加合唱
團好一起享受這樣美好的心靈饗宴。

根據確定訊息：中華合唱團已經
訂在2月18日下午2點在休士頓僑教
中心，105 教室開始新的一年度練唱
。合唱團陳遠珮團長表示，今年仍然
敦請到了來自台灣，並在美國取得了
聲樂表演碩士及音樂藝術博士學位的
施彥伃老師繼續來擔任指揮。年輕的
施老師輕鬆風趣的指導下，團員對歌

唱技巧及氣息運用有了更進一步的認
識。團員都非常認真學習，也非常享
受這樣上課的過程。合唱團的幹事們
已積極完成開課前訂場地、印歌譜等
等事前作業，就等團員們來報到練唱
了。除了現有團員以外，更歡迎老團
員歸隊，及新的同好們加入中華合唱
團的團隊，現在經有 5 到 6 位新朋友
已經報名加入了。

陳遠珮團長說愛樂的朋友，喜歡

唱歌的朋友不要遲疑，2月18日下午
2點快來休士頓僑教中心105教室，報
名加入中華合唱團，練唱時間是每個
星期天下午 2 點至 5 點，萬一您有事
18號不能來，請您在25號快來，中華
合唱團張開雙臂歡迎你。需要進一步
了 解 的 朋 友 歡 迎 洽 團 長 陳 遠 珮
〈832-331-8215〉或副團長黃膺超
〈281-795-9966〉。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Stefano de Stefano自稱是一名投自由獨
立的共和黨人。De Stefano表示：我在能源領域的交易經歷中有
過整個職業經歷。 憑藉這一經驗，我可以成為德克薩斯人非常
需要的能源大使。Stefano de Stefano作為德克薩斯州下一個美國
參議員的優先事項包括：通過簡化限制競爭力的法規來支持國家
的經濟引擎，制定21世紀的方法來保障邊界和解決移民體系的
失敗，並改善退伍軍人事務部提供 關心美國軍隊的光榮男女。
Stefano de Stefano正在努力支持一個更強大的德州，一個沒有受
到極端主義姿態和無所作為的政治家的特技威脅的德州。 他在
2012年支持泰德克魯茲 (Ted Cruz)，但是看到克魯茲背叛了他的
信任，以及德克薩斯選民的信任，以犧牲選民的最大利益為代價
追逐他的職業目標，但德州的工業界和社區卻因缺乏重點而受傷
。請大家投票給Stefano de Stefano，因為Stefano de Stefano是美國
華人的真正朋友，他曾在哈爾濱學習漢語10年，他能夠理解華
人的文化和幫助華人實現在許多方面直接相關的需求。 他的政
策細節如下述以供參考：

能源與環境: 作為能源行業的談判代表，我建立了自己的職

業生涯，並因為創造解決
方案而保持我們的能源經
濟進入21世紀而享有聲譽
。我將帶領德州能源部門
的專家向全國提供能源生
產和安全的成功願景，因
為德州的能源生產和安全
領導地位並未得到的充分
體現。克魯茲的贊助記錄
相當糟糕：涉及能源領域
他只贊助5％。參議員應該
成為德州本土清潔能源生
產的代言人，替代骯髒和
昂貴的能源。我將以常識
和市場為基礎來解決污染
問題，並領導德州工業擊

敗無效的能源。
貿易，就業和經濟: 德州是國際貿易的發源地，數十億美元

的商業通過我們的入境口岸。我希望擴大德州經濟多樣化的貿易
協定，支持能源部門，資助德克薩斯州國家預算，並保持全國零
售價格低。德州擁有該國最長的公路和鐵路網絡，但州道路五英
里之內需要修繕。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估計，維護不良的道路的
磨損; 平均每輛車花費不必要的500美元 - 這是從你口袋裡拿錢
。如果我們不能鋪平道路，我們如何期望挖掘渠道或擴大休斯頓
的港口？我將確保聯邦基礎設施投資成為美國參議院的優先事項
，以保持貨物，工作和服務在德克薩斯州的公路和鐵路上迅速流
動。全州各地的小企業和主要行業都希望通過改革和淘汰破壞性
法規來幫助德州人帶來更多的業務，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並將
德州市場作為美國最熱門，最好的地方之一。

移民和邊境安全: 美國的移民體系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檢修。
目前，我們的破產製度對德州的就業創造者不起作用，損害了執
法機構保護我們社區安全的能力，並限制了德州豐富的文化多樣
性。

我反對大赦，但我相信我們可以通過談判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將無證移民從陰影中帶出來，這樣他們就可以公開工作，進入
美國夢; 實施生物識別出入境系統以減少逾期簽證的數量。我將
在美國參議院將移民重組作為優先考慮的事項，並將與任何必要
的人一起解決，一勞永逸。邊界安全是解決移民體系失敗和保護
我們社區安全的首要任務。 我將爭取一個財政穩健，智能的21
世紀解決方案，以確保依賴現代技術的邊界，並為國土安全部提
供額外資源。德州具有獨特的優勢，能夠最好地解決我們移民系
統的失敗問題提供領導力。

聯邦債務和平衡預算: 複合國債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和未
來的經濟增長。 我認為將無所作為的後果交給我們的子孫後代
是不負責任的。 我願意與參議院的同事合作，通過平衡預算來
解決近20萬億美元的聯邦債務問題。 德州各地的人都活在他們
計劃的方式之內，華盛頓也應該如此。退伍軍人: 國會正在放棄
我們的部隊。 我們的英雄們應該得到更好的醫療保健，有正確
的改革和資源來消除積壓，提供更多的農村醫療保健，擴大獲得
心理健康資源的機會，並有更多機會幫助退伍軍人在平民世界的
領導能力。退伍軍人在全州範圍內養家，在這裡建立成功的企業
並保證我們的社區安全。 我將徹底改革我們提供的服務，以換
取他們對我們國家的服務。 個人自由: 我相信聯邦政府沒有規定
人們的私人生活 - 包括自由生活，自由崇拜，自由說話，自由
選擇合法地擁有槍支，愛人以及個人健康問題。此外，政府需要
通過司法系統避免非法緝獲和施加過多的保釋和罰款。

Stefano de Stefano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Holly Cross學院經
濟學學士學位以及 Fordham 大學法學院法律學位，Stefano de
Stefano在其領域內以結果為導向的運營商贏得了聲譽，通過談判
大圖解決方案全球金融機構和國內外石油天然氣公司面臨的複雜
問題。作為參議員，Stefano de Stefano將利用他的私營部門領導
和談判敏銳來支持為那些稱為孤星國家的家庭提供機會的企業家
和小企業。

請大家投票給Stefano de Stefano，因為Stefano de Stefano是美
國華人的真正朋友，他已在哈爾濱學習漢語10年，他能夠理解
華人的文化和幫助華人實現在許多方面直接相關的需求。

Stefano de StefanoStefano de Stefano是一位自由獨立的共和黨人和能源律師是一位自由獨立的共和黨人和能源律師，，他決定參加參議院他決定參加參議院
競選競選，，代表德克薩斯州代表德克薩斯州，，在美國參議院爭取德州的最高利益在美國參議院爭取德州的最高利益。。 Stefano de SteStefano de Ste--
fanofano和他的妻子珍妮在休斯頓養育他們和他的妻子珍妮在休斯頓養育他們44歲的兒子和兩隻救護犬歲的兒子和兩隻救護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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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極光是冬季航程的亮點之一。彼時太陽降落於地平線下，北極圈以北地區將迎來長達幾周的黑
夜。極光為黑夜增添了無限精彩，獨特的自然現象創造了這種美麗的光芒。搭乘海達路德的遊輪，為自
己創造前所未有的機會去感受一場奇妙的色彩表演。經典北上航程從西海岸文化中心卑爾根起航前往極
北小鎮希爾克內斯，全程7天，近距離感受真實的挪威。
● 冬季極夜之下，追尋魅力動人、變幻萬千的北極光
● 船上開辦北極光主題講座
● 北極洗禮儀式，慶祝穿越北極圈

日期日期：：20182018年年 1212 月月 88 日日 至至 1212 月月 1414 日日
22人內艙人內艙 Polar Inside (Polar Inside (不選房房型不選房房型 I)I)每人每人

$$977977..0000 xx 22 人人=$=$19541954..0000 ((含稅含稅））

2018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
驗(TOCFL)

開始接受報名！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第五季同遊第五季同遊 1212 月月 88 日啟航日啟航

【洛杉磯訊】今年年初，包括華為、阿里
巴巴在內的中國知名企業在拓展美國市場時紛
紛受挫，被美國政府以 「國家安全」 為由拒之
門外，導致與中國企業技術合作方面的焦慮和
恐懼情緒上漲。對此，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
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近日特別撰文表
示，對於有可能損害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中
國創新實踐，美國政府有必要保持合理的擔憂
，但倘若將中國科技完全拒之門外，美國消費
者將錯過行動支付、生物科技和運輸基礎設施
為生活帶來的便利。

吳建民在文中談到，中國在行動支付技術
和普及率方面遙遙領先於美國。如今，中國城
市中的大多數人都使用智慧型手機和二維碼來
進行支付，從餐廳付賬到繳納水電費，幾乎所
有種類的帳單都可以用行動支付完成。現在，
中國的科技巨頭正考慮將他們的行動支付系統
推向海外，這將加劇對於Visa和Mastercard
等傳統支付方式的競爭，並迫使企業將價值返
回給消費者。吳建民舉例，2016年，美國企業
支付的信用卡手續費逾880億美元，若使用手
續費較低的中國行動支付功能，將為企業主省
下一筆相當可觀的支出。

其次，針對時下熱門的醫藥和生物科技領

域，吳建民提到，雖然中國用於生物科技和醫
藥研發的支出，以及在療法和藥物研究方面仍
落後於美國，但其強大的人口力量正推動著該
產業迅速發展。中國目前研製的一些尖端藥物
、醫療器材和療法正顯示出該國在產業創新方
面的潛力，他以北京的百濟神舟生物科技公司
（BeiGene）和深圳的華大基因（BGI）目前
在抗癌藥物及造基因測序設備上的突破為例。
吳建民指出，如今，中國不僅為全球生物技術
和製藥行業提供了原創研究，且增強了該領域
的競爭，這將造福更多消費者。

最後，就美國常被詬病的運輸基礎設施方
面，吳建民表示，中國在高速鐵路建設發展上
的成就有目共睹，本國相關企業的產業製造水
平在過去十年也得到了顯著改善，並已能夠提
供世界級的、具有價格優勢的運輸技術。針對
美國未來在基礎設施上的需求來說，中國所擁
有的技術專長將為加強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
資回報提供巨大幫助。同時，與中國合作還能
為美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帶來可觀的資本和材料
收入。

文末，吳建民總結道，儘管還未在全部高
科技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但中國正快速取得進
展，並在許多技術領域達到領先水平。雖然美
國政府需要謹
慎對待安全風
險和其它合理
的關切，但不
應阻礙中國科
技進入美國以
及兩國的創新
合作，否則將
損害本國民眾
和企業的切身
利益。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CEOCEO吳建民撰文詳述美吳建民撰文詳述美
國如何從中國創新科技中獲益國如何從中國創新科技中獲益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
長吳建民長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

2018 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開始接受報名！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訂
於 2018年4月7日（星期六）上午10時假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University of Hous-
ton – Downtown, 地址: One Main Street,
Suite GSB311 (3F, Girard Street Building),
Houston, TX 77002】 舉辦2018年休士頓
電腦化華語文能力測驗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TOCFL)。

為對應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
同參考架構 (CEFR)」 ，華語測驗共分為三
等六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
級及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依據測驗
成績細分為兩級，分別為入門級、基礎級、
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精通級，共六級
。依據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公
布關於中文預修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的課程說明，學生接受AP課程

結束後的程度，接近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
eign Languages, ACTFL) 語言能力指標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中高級程度(In-
termediate high)，對應於華語測驗考試進
階級(Level 3)。意即若學生能通過華語測驗
的進階級，其程度相當於可通過中文AP考
試。請參閱對照表。

華語文能力測驗採用線上報名及電腦化
施測。測驗分有正體與簡體版本，全程使用
電腦作答，無須手寫文字。測驗完畢螢幕可
立即顯示測驗成績。通過測驗者將獲頒華語
文能力證明書，可做為申請 「臺灣獎學金」
與 「教育部華語獎學金」 等語文能力證明用
途，具有就學及就業優勢。亦可以做為中文
AP考試的模擬測驗。歡迎大休士頓地區想
瞭解自己華語文能力者報名參加。

休士頓地區華語能力測驗報名費為40
元，為推廣正體字，報考正體字版本的考生

可享優惠價30元
。 報 名 日 期 自
2018年2月14日
至3月8日止。請
至線上報名網站:
https://usa.sc-top.org.tw/ 註冊並列印出報
名表，於本年3月8日前將報名表及報名費
支 票 （ 支 票 抬 頭 為 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Houston）郵寄達駐休士頓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11 Greenway Pla-
za, Suite 2012, Houston, TX 77046。請務
必於本年3月8日前繳費方完成報名手續。
考生可自行上華測會網站瞭解各報考等級所
需字彙（網址：http://www.sc-top.org.tw）
，或進行線上模擬試題測試。有意辦理團體
考試的各機構，歡迎以電郵 brownie.
ch@mail.moe.gov.tw 或 電 話
713-840-3854與駐休士頓教育組連絡。

華語文能力測驗分級方式及與歐洲共
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美國外語教學
協會指標（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之對應關係。

日期:2018年2月15日
發稿單位: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鍾慧小姐
電話: 713-871-0851
電子郵址: brownie.ch@houstoncul.org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昨天是農曆大年初一，也是今年
農曆第一個上班日。恆豐銀行今年又拔得頭籌，從上午九時
起，邀請 「 李氏金龍醒獅團」 前往作舞龍舞獅，吸引了恆
豐大樓上上下下數百人，以及從外面進來的恆豐客戶前往觀
禮，場面極為盛大熱烈。尤其今年又請來特別佳賓-- 「 台
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夫婦，及副處長林映佐，及休士頓市
財務長Chris Brown 全家出席，更為現場增添喜氣。

李氏金龍醒獅團除了表演鑼鼓絕技，還表演了舞獅，舞
龍，登高（ 大堂二樓高） 採青的傳統絕技，恆豐銀行董事
長吳文龍夫婦及女兒及副董事長高成淵，總裁張永男及董事
孫定藩及全體主管，員工二百多人都在現場觀禮，大家忙著
拿手機攝下這精彩的一刻，與搶著與小獅子合影，最後全體
出席人士與彩獅和舞龍合影留念。

恆豐銀行昨天大年初一拔得頭籌
上午九時舞龍舞獅，數百人觀禮

（本報訊）佳節將至，中國城處處洋溢著祥和喜氣；辭舊迎
新，到寺院叩鐘，點燈祈福，已成為很多人過年時的重要活動。

本周末，二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九點三十分，中臺禪寺普
德精舍將舉辦 『新春觀音祈福大法會』。大法會包括恭誦《觀世
音菩薩普門品》暨佛前大供，供奉光明燈及叩撞吉祥鐘等活動。
法會還提供免費
的美味午齋，春
聯和福袋與大眾
結緣。

新 春 伊 始 ，
讓我們以慈悲虔
誠的心來叩響吉
祥的鐘聲，願親
友喜樂康寧，願
世界和平安泰！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明天舉行新春觀音祈福法會
新年，我們一起來供燈，叩鐘，請福袋吧！

出席大會的貴賓與出席大會的貴賓與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 董事長吳董事長吳
文龍夫婦文龍夫婦（（ 中中，，右四右四 ））合影合影（（ 右起右起 ）） 「「 恆恆
豐銀行豐銀行 」」 總栽張永男總栽張永男，，休士頓市主計長休士頓市主計長
Chris BrownChris Brown 夫婦夫婦，，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處長陳
家彥夫婦家彥夫婦、、副處長林映佐及副處長林映佐及 「「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公公
關經理周明潔合影關經理周明潔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出席貴賓出席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左三左三
，，左二左二））與與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右二右二））
正在給舞獅送紅包正在給舞獅送紅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全體貴賓和恆豐銀行各部門主管與彩獅圖為全體貴賓和恆豐銀行各部門主管與彩獅
和舞龍合影留念和舞龍合影留念。（。（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通告通告

山 水 眼 鏡 為 加
強服務老人自2月20
日起, 每週二及每週
四早上調整開門時
間為10:00, 方便老人
們提早服務時間, 其
它日還是維持原時
間(10:30)

山水眼鏡敬上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 簡介
中臺禪寺由上惟下覺大和尚於1994年創建，目前在世界各國已建立了一百零八家分院。自

2002年創建休斯頓分院普德精舍至今，十五年來為大眾提供了一處學佛，參禪，靜坐的寶殿。
普德精舍的禪修班以禪宗心法為宗旨，禪修，教理兼具，指引大家以禪定，智慧來面對順

，逆境，讓佛法落實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來。
禪修課程由住持法師親自教授，學費全免。課程包括有中，英文的初，中，高級班，還有

研經班和親子班。歡迎大家來了解佛法，體驗禪修哦！
聯系方式：
普德精舍 Chung-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地址：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568-1568 網址：www.ct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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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2 月 9 日， RE/
MAX United 聯禾地產舉行新聞發布會，
向新聞媒體和各地產代理宣布，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的休斯頓亞裔地產代理

Josie Lin 林承靜女士在一月的RE/MAX聯
禾地產達拉斯全國年會上勇奪四大獎項，
這四個極有分量的獎項分別為： 在休斯頓
近 1800 名地產代理中獲 2017 Top Com-
mercial Producer 商業地產第一名榮譽，並
同時在全德州超過 5000 名地產代理中榮
膺 RE/MAX Texas Statewide no.8 Top
Producer 獎項，還獲得了代表地產行業奮
鬥多年的 RE/MAX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終身成就獎, 以及 RE/MAX Titan Club Award。
當天，RE/MAX United聯禾地產中國城敦煌廣場辦公室嘉賓滿

堂，各大中文媒體、韓國、越南和英語媒體都派出記者參會，現場
閃光燈閃個不停，電視攝影機的焦距牢牢對準Josie Lin。會議由RE/
MAX of Texas 區域總監Mike Sumerlin協助主持，RE/MAX LLC的
全球總部資深副總裁Mike Reagan先生在視頻中表達了對 Josie的祝
賀，RE/MAX of Texas 德州總部的管理者,區域副總裁Dana Tuggle
女士蒞臨現場發言，均大力贊賞Josie在專業領域上的成就, 並認可
Josie在打造RE/MAX United 專屬亞裔服務的房地產專業平臺之努
力！

此外,Children’s Miracle Network的代表, Camille Landry特別與
會頒發Miracle Office 紀念牌。聯禾地產已連續數年榮獲Miracle Of-
fice 奇跡辦公室的殊榮，2017 年也不例外！因為聯禾地產的經紀們
在買賣之後都代表業主捐出部分的傭金，加惠德州Children’s Mir-
acle Network的病童！RE/MAX這個平臺 提供經紀人可以在每日的
工作上能貢獻社會，不需要是在某一特定時間捐款！Josie 在記者會
分享對RE/MAX United聯禾地產的願景和對社區提供的服務!

聯禾地產Josie Lin 是亞裔地產從業人士奮鬥的縮影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矗立在中國城敦煌廣場已經有十余年

了。 業務涵蓋普通住宅的買賣代理，發展到包括商業地產，項目開
發與投資，以及物業管理的一站式綜合地產服務公司。不僅如此，
聯禾地產還打造了一個多元文化，多語種的地產中介平臺，來自白
人，華人，韓裔，越南裔，南亞，不論是土生土長的族裔，還是新
移民有誌於在地產業發展，都在聯禾地產這個平臺上得以成長，並
以專業服務去反哺回報他們的社區。

Josie林承靜女士這些年在業界屢獲殊榮，所取得的成就雖不敢
說自己是亞裔地產人士的代表，但的確是亞裔地產人士奮鬥的縮影
。從年輕時來美國求學，到加入地產行業，並臨危受命接手了聯禾

地產，到2017年整年撲在凱蒂亞洲城的心血，一步一步實現她的美
國夢。雖然林女士曾經獲得過多項地產大獎，但這次獲獎後的感觸
特別深刻，因為，這些獎項體現了主流地產業，尤其是全世界排名
第一的RE/MAX 對旗下亞裔地產代理的褒獎和高度認可。林女士
想籍此分享給大家的是，選擇適合你的平臺後，只要你努力，只要
你堅持，你一定會實現你的理想！
最值得一提的是RE/MAX United未來將著力於更多的商業項目的開
發！除了大家熟知的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的統籌出租
與開業, 也正在籌備在Sugar Land/Missouri City ６號公路上有新的商
業項目Brazos Lakes Center, 不僅將嘉惠客戶也是給予聯禾地產的經
紀之獨有物件! 創造多贏的機會,值得期待!。

RE/MAX LLC 對亞裔族群的關註支持日漸升溫
RE/MAX 這個品牌，在大家心目中，代表全球化的專業地產服

務形象，但是大家對RE/MAX 對亞裔社團的支持，可能不是非常
了解。事實上，RE/MAX LLC 非常重視 亞裔族群，關心其在房地
產方面的置業投資需求，並在多方面給予亞裔地產從業人士職業發
展支持。RE/MAX 德州總部的管理者 Dana Tuggler 女士和 全球總
部Mike Reagan先生都在多場合清晰的表達了RE/MAX LLC 大力
支持亞裔地產從業人士的意願。

RE/MAX LLC 近年來，一直積極參與 AREAA (The Asian Re-
al Estat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活動，2016年和2017年更是支持協
會進行了對 AAPI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全面調研，
並發布了“State of Asia America 2016” 報告。

這份報告以大數據為支持，對亞裔美國族群的的房地產及經濟
情況做了全面分析，是地產從業人士和其他行業值得信賴的參考信
息。

報告中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發現，雖然亞裔在美國整體人群中的
教育和收入程度都是最高級別的，但是亞裔人群的房屋擁有率卻比
美國房屋擁有率低了8%， 和非西裔白人相比，更是低了17%。

擁有自己的房屋不僅是美國夢的一部分，更是家庭投資理財的
重要組成部分，RE/MAX LLC 願以專業知識技能，協助亞裔地產機
構找出房屋擁有率偏低的癥結所在，並縮小這個差距。

除了RE/MAX LLC在宏觀層面的支持外，盡管RE/MAX 加盟
審查及其嚴格，但對於其亞裔加盟 broker, 總公司還是加以扶持。
2018年，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將在凱蒂亞洲城增開分店，目
前正在積極裝修中。這個分店以後會更方便地為大休斯頓西邊的亞
裔居民提供房地產專業服務。這開創了RE/MAX 第一位亞裔地產
代理商連開兩間分店的先例。RE/MAX LLC 希望通過對 RE/
MAX United聯禾地產的高度認可和支持，來向亞裔地產行業和亞裔
社區傳遞開放鼓勵和積極參與的態度，以及強化RE/MAX 品牌的
影響力。

立足亞裔，連接主流，放眼國際，加入RE/MAX United, 締造成功
事業

美國的亞裔人口不斷增長，以休斯頓為例，目前亞裔人口占比
為約 6%, 並連年上升。但是亞裔地產代理從業者比例卻不高，例如
，RE/MAX 的亞裔agents 只占約2%。不斷增長的亞裔人口及購買
力提供了巨大地產買賣投資服務的空間。林承靜女士對於聯禾地產
的願景是立足亞裔，連接主流，放眼國際。聯禾地產的寓意是團結
起來，一起耕耘，一起收獲； 林承靜女士呼籲有理想有幹勁的地產
中介人士，秉承聯合耕耘共同收獲的“聯禾”觀念，加入 RE/
MAX United聯禾地產，共創事業輝煌。 “我的Success, 你也可以做
到！” 聯禾地產RE/MAX United 電話：（713）630-8000

亞裔之光-RE/MAX United聯禾地產
林承靜Josie Lin 榮獲主流地產大獎！

900警惕接触性皮炎(1)
為什麼要警惕“接觸性皮炎”呢？接觸性皮炎是什麼？有何特

點？帶著這些疑問我們一起來看看皮膚病專家是怎麼說的：
什麼是接觸性皮炎？有何特點？

接觸性皮炎是指因皮膚或粘膜接觸某些外界致病物質而引起的
皮膚急性或慢性炎癥反應。其特點是發病前有明確的接觸某種物質
的病史，好發於接觸部位，皮疹上有紅斑、丘疹、水皰、糜爛、滲
出、結痂等。根據接觸物質、癥狀特點的不同，其名稱亦有不同。
如因油漆剌激而引起者，稱為漆瘡；因貼膏藥引起者，稱為膏藥風
；接觸花粉引起者，稱為花粉瘡等。現代醫學將接觸性皮炎分為原

發刺激性接觸性皮炎和變態反應性接觸性皮炎兩種。
接觸性皮炎有什麼表現？如何尋找接觸性皮炎的誘因？
此病發生前有明顯的接觸史，有一定的潛伏期，第一次在4－5

天以上。再次接觸時，發病時間縮短，多數在數小時或1天左右。
但強酸、強鹼等強烈的刺激物，可立即發生皮損而無潛伏期。一般
急性發病，常見於暴露部位，如面、頸、四肢。一個時期內以某一
種皮損為主。皮損邊界清楚，多局限於接觸部位，形態與接觸物大
抵一致。若為強酸、強鹼或其他強烈化學物質接觸，常可引起壞死
或潰瘍，若發生在組織疏鬆部位，如眼險、包皮、陰囊處則表現為

皮膚局限性水腫，皮膚光亮，表面紋理消失，無明確邊緣。若患者
反應強烈，則皮疹不僅局限於接觸部位，還可擴散到其他部位，甚
至泛發全身。局部自覺瘙癢，燒灼感，重者疼痛。病因去除和恰當
處理後可在1－2周內痊癒。但反復接觸或處理不當，可轉變為亞急
性或慢性，皮損表現為肥厚粗糙，呈苔蘚樣變。
要想避免此病，尋找誘因是關鍵。可作皮膚斑貼試驗，或作血液過
敏原檢查，尋找致敏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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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承靜林承靜

林承靜林承靜（（穿白衣者穿白衣者））和她的地產團隊和她的地產團隊。。

林承靜林承靜（（穿白衣者穿白衣者））和和 RE/RE/
MAX UnitedMAX United德州管理團隊德州管理團隊。。

新聞發布會由新聞發布會由 RE/MAX UnitedRE/MAX United
總監總監Mike SumerlinMike Sumerlin主持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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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82018年年33月移民排期月移民排期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2013年12月08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
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年11月15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
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7年03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07月22日，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
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
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年02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
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6年01月01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
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06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09月01日，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
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3月22
日中國大陸2011年03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03
月22日中國大陸2016年03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3月
01日中國大陸2011年03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年12月15
日中國大陸2005年12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4年08月22
日中國大陸2004年08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年01月01
日中國大陸2012年01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年05

月01日中國大陸2017年05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9月
01日中國大陸2011年09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年12月01
日中國大陸2005年12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年01月
22日中國大陸2005年01月22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歲以下未婚
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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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
tions)遞交I-485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排期
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得綠卡。
2018年3月份的排期表能否都用快表，還需要等移
民局的進一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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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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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美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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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H-1B申請中所描述
職責的復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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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請的工作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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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工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業職位
”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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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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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繼續批準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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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羅裏達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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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也可能是需要補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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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周三發表正式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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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i-
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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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綠卡抽簽計劃。采取類似加
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積分制”，註重申請人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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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嚴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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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將針對雇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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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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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臺調頻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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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法律節目的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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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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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
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
ni@soli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10: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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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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中文學校消防演習

本報記者秦鴻報導本報記者秦鴻報導

長青中文學校消防演習

全體師生在指定地點集合全體師生在指定地點集合，，清點人數清點人數

助教黃馨瑩的母親在演習後到校接女兒助教黃馨瑩的母親在演習後到校接女兒，，王校長代表長青向王校長代表長青向
黃女士致意黃女士致意，，謝謝其女熱心服務謝謝其女熱心服務

長青中文按照規定長青中文按照規定，，每學期舉行消防演習一次每學期舉行消防演習一次

長青中文學生多元長青中文學生多元，，卻融為一體卻融為一體

美班姜丁允老師帶領學生依序疏散美班姜丁允老師帶領學生依序疏散

總務長蔡佩英帶領助教谷懷中總務長蔡佩英帶領助教谷懷中、、谷懷文就位谷懷文就位，，準備開使消防演習準備開使消防演習

王校長也代表長青向谷氏三姐妹的父親致謝王校長也代表長青向谷氏三姐妹的父親致謝，，實實
為服務楷模為服務楷模

校長王曉明博士說明消防演習之目的校長王曉明博士說明消防演習之目的

勤班唐健華老師在演習結束後和學生合影勤班唐健華老師在演習結束後和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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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臺灣長春會休士頓臺灣長春會
22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齊聚歡度慶狗年齊聚歡度慶狗年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帶來莊雅淑主任帶來20182018年總統府春聯年總統府春聯
贈送耆老們贈送耆老們，，恭祝大家狗年新年快樂恭祝大家狗年新年快樂，，並藉此並藉此
機會介紹僑委會英語服務營機會介紹僑委會英語服務營，，鼓勵長輩朋友讓鼓勵長輩朋友讓
自己孫自己孫 子女返臺志願服務子女返臺志願服務，，教導偏遠地區小朋教導偏遠地區小朋
友學習英文友學習英文，，並瞭解台灣文化並瞭解台灣文化。。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 副處長副處長 、、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莊雅淑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主任、、 長春長春 會長會長 柯志佳柯志佳、、副會長許碧副會長許碧
珠珠 等人等人 祝賀二月壽星祝賀二月壽星：：江許貴江許貴、、吳啟華吳啟華、、許馬朱雀許馬朱雀、、許光雄許光雄、、楊金城楊金城、、楊張芷芳楊張芷芳、、楊增輝楊增輝、、 陳澄江陳澄江、、鍾鍾
李月雲李月雲、、謝張素謝張素、、蔡玉枝蔡玉枝；；祝生日快樂祝生日快樂，，健康長壽健康長壽。。

柯嫚妮柯嫚妮。。廖碧玉廖碧玉、、張闕桃等長春會員們張闕桃等長春會員們 參加長春會參加長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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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朋友益喜樂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簡永謙以口琴動聽演奏歌曲簡永謙以口琴動聽演奏歌曲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為長春會會員作行動領務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為長春會會員作行動領務。。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 致詞向會員問候賀年致詞向會員問候賀年。。

休士頓臺灣長春會休士頓臺灣長春會22月月33日下午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日下午在台灣人活動中心
舉辦舉辦20182018年年22月份月會及慶生會月份月會及慶生會。。 活動由會長柯活動由會長柯
志佳主持志佳主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代頒贈陳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代頒贈陳處長
送的禮物給幸運者黃博英送的禮物給幸運者黃博英。。

江許貴女士幸運獲得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贈送禮物江許貴女士幸運獲得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贈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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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紅包大戰”硝煙再起
互聯網企業為何如此熱衷

2018年春節支付寶、淘寶、QQ、今

日頭條和蘇寧易購等陸續推出集五福、

走運紅包、“發財中國年”紅包和膨脹

紅包等，春節紅包大戰硝煙再起。

互聯網企業為何如此熱衷於紅包大

戰？紅包大戰背後的本質是什麽？如何

才能成為春節紅包的高級玩家？

集福卡成小念想
紅包“金錢”屬性轉向年味
“集五福是從2016年春節誕生的壹

個互動小遊戲，經過三年時間，這個小

遊戲卻成了許多用戶惦記的壹份年味，

壹種新年俗。”支付寶集五福活動負責

人冠華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支付寶正式公布，今年將繼續舉辦

集五福活動。冠華已經連續第三年操持

該活動，他說：“過年回家好久不見的

親友，交換福卡成了壹個拉近距離的話

題，至於最後的分獎，只是圖個樂呵，

大家已不太在意。這才是支撐我們壹年

壹年做下去的理由，我們希望集五福成

壹個互聯網時代過年的年俗。”

冠華表示，臨近春節，支付寶每天

都接到大量用戶的問詢，“今年集福活

動什麽時候開始？”“沒有集福都感受

不到過年的氛圍”。許多網友表示，經

過之前兩年春節的熱鬧，用支付寶集五

福已成為過年的小念想。

據分析，五福的“金錢”屬性已

逐漸被淡化。去年五福活動有 1.68 億

人集齊，相比於人均1.2元的獎勵，用

戶更在意的是集福卡過程中的那份熱

鬧和集齊福氣後對下壹年美好兆頭的

象征。

今日頭條今年第壹次推出了春節紅

包活動。從2月8號開始，用戶可通過集

生肖卡、紅包雨、拍小視頻拜年等多種

方式，獲得新春紅包。

今日頭條“發財中國年”紅包推廣

項目負責人李禹潼表達了與冠華相似的

觀點。她說：“推出春節紅包壹方面是

為了感謝用戶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希

望通過多種多樣的紅包活動，將傳統民

俗文化和互聯網紅包結合起來，讓用戶

在移動時代也能感受到中國傳統春節中

的那種‘年味’。”

“通過集五福等，福文化在更多人

中傳遞開來。”冠華說，今年在泰國、

日本、新西蘭、芬蘭等熱門境外遊國家

中，不少外國商家也早早在自己的店裏

貼出福字，籌備起了中國年。有海外商

家稱，“雖然不知道福的意思，但覺得

和聖誕樹壹樣，是節日必備。”

高科技助力
紅包大戰有不少新玩法
根據新春集福秘籍，支付寶用戶有

三種獲得福卡的方式。“AR掃福字”，

除了掃福字外，還可“掃手勢”。即打

開“AR掃壹掃”，讓自己的親朋好友在

手機鏡頭前比出“五福到”手勢，就有

機會獲得壹張福卡；還有是通過“螞蟻

森林澆水”“螞蟻莊園捐金蛋”小遊戲

獲得福卡。此外，支付寶今年還新增

“壹字千金”紅包功能，用戶可從祝福

字庫中任選壹字，並根據系統隨機生成

的金額紅包壹起送給好友。

QQ也加大紅包力度，在春節期間派

發“走運紅包”等。即初壹到初三可根

據當天走路步數換取抽紅包機會；除夕

到初八，推出“聯名限量款紅包”，用

戶在給好友發QQ紅包時，可選擇品牌

商品的專屬個人紅包等。

淘寶宣布，春節期間，用戶打開手

機淘寶，即可獲得3個待開紅包，分享

給其他用戶打開後，分享者和被邀請者

都有機會獲得現金紅包。綁定淘寶親情

賬號，壹人中獎，所綁定親情賬號的家

人會壹起中獎，獎品成倍增加。

從上述春節紅包規定可看出，不管

是哪壹種紅包，商家都非常註重用戶與

親朋好友的關聯和推廣。中國電子商務

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說，紅包大戰的本質

是對移動支付市場用戶的爭奪。春節紅

包作為移動支付的壹個重要場景，各方

都想盡可能地獲取更多用戶。

據統計，目前互聯網行業獲得壹個

優質客戶的成本約為100—300元，獲客

成本高。

不管是支付寶、QQ還是淘寶等，各

家的春節紅包也是緊扣自身戰略來做策

劃。艾媒咨詢CEO張毅表示，騰訊天然

有社交媒體的流量，阿裏要通過其他渠

道去引流。淘寶目前以青年的女性用戶

為主，本輪春節營銷活動，可能是寄望

於此舉帶動家庭其他成員，特別是老年

或中老年人群參與到淘寶消費中來。

QQ重磅進入春節紅包市場也與其自

身用戶下滑情況有關。騰訊2017年第二

季度財報顯示，QQ和QQ空間的月活用

戶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5.4%和7%。其實

下滑的拐點在2017年初就已出現。對此

，有業內人士表示，從目前情況和未來

發展趨勢看，QQ希望借助春節紅包來挽

回頹勢，可能是杯水車薪。

純電商時代終結
線上線下融合大勢所趨
隨著目前線上流量紅利不斷弱化，

純電商時代的結束，線上與線下流量的

融合已是大勢所趨。阿裏系提出“新零

售”等比較早，線下布局比較紮實，交

易場景也比較多。因此，在今年的集五

福活動中，新增加了通過“螞蟻森林澆

水”和“螞蟻莊園捐金蛋”方式來獲取

福卡。“螞蟻森林”和“螞蟻莊園”是

支付寶內置的兩款環保遊戲，其目的是

通過遊戲這種喜聞樂見的方式，引導用

戶參與公益項目，同時增加用戶對支付

寶的認同和依賴程度，增加產品黏性。

微信事業群總裁張小龍曾表示：

“探索線下精彩生活，是微信下壹步的

重要計劃。”

因此，微信今年雖然沒有推出線上

紅包，卻開始強調線下支付。比如通過

“搖搖樂”，用戶在指定商家消費後即

可通過小程序參與搖獎，最高可免單

200元，還有機會獲得隨機金額的無門

檻到店紅包。而用戶通過掃描商店內的

“附近優惠”小程序碼，就能快速查看

和領取商家及品牌的春節優惠券，大牌

更低至1折起。

張毅認為，今年紅包大戰強調的已

不是移動支付本身，商家關心的是綁定

支付以後做什麽。比如微信過去壹年主

要推廣的產品是小程序，春節優惠策略

也與小程序進行了結合。

微信支付今年除了在壹二線城市深

耕以外，還計劃拓展到三四五線城市。

“現在能看到，線下的移動支付市場比

線上要大很多。”騰訊市場部有關負責

人表示，“這其實是壹個長期的活動。

針對到春節活動，我們會有壹些新穎

的形式，但整體上都是基於微信支付

的壹些線下的場景拓展。不管是去賦

能商戶，還是給到終端用戶壹些更好

玩的體驗。”

紫光芯雲產業城落戶重慶 年銷售預計突破千億元
綜合報導 紫光芯雲產業城簽約落戶重慶，將

建包括“智能安防+AI”、數字電視芯片等7個項

目，預計總投資超600億元（人民幣，下同），是

重慶市直轄以來投資額最大的工業項目，投產後年

銷售收入預計突破1000億元。

重慶是全球重要的智能終端生產基地，已形成

千億級的電子信息產業。紫光集團是中國領先的綜

合性集成電路企業、全球重要的手機芯片企業。

當日，重慶市人民政府與紫光集團簽訂全面戰

略合作協議。重慶市人民政府、紫光集團與國家集

成電路產業基金的管理公司華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簽訂共同推動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戰略框架協議；

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重慶兩江新區和紫光

集團也簽署了《戰略合作入駐框架協議》。

按照協議，紫光集團擬在重慶投資建設紫光

芯雲產業城，包括“智能安防+AI”、數字電視

芯片、紫光雲服務總部及研發中心、移動智能終

端先進芯片設計、金融科技、工業 4.0 智能工

廠、集成電路總部基地和高端芯片制造基地等7

個項目。

記者從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獲悉，該項

目集制造與研發於壹體，屬於技術、資金密集型的

智能化工業項目，將與重慶推進中的億臺級全球智

能終端基地相銜接，有利於重慶電子信息產業形成

壹個垂直整合的完整產業鏈和價值鏈，有利於吸引

集成電路上下遊企業布局核心基礎零部件與關鍵基

礎材料等重大項目，在重慶形成壹個數千億級戰略

產業集群。

英國查爾斯王子訪問軍營英國查爾斯王子訪問軍營 ““開坦克開坦克””老當益壯老當益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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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首都上演加拿大首都上演
““冰上龍舟冰上龍舟””比賽比賽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道斯湖公園的麗都運河冰面上上演了激烈的第二屆“冰上龍
舟”比賽。100支參賽隊伍在5條500米長的平行賽道上輪番分組上陣，頂風冒雪展開直
線競速比賽。“冰上龍舟”賽是渥太華“歡樂春節”活動的重頭戲之壹。主辦方認為，
在渥太華冰雪節期間舉行的這壹賽事，已成為將中國風的賽龍舟與加國民眾的冰雪情結
融為壹體的創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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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BB1616

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

• 无合约 • 不查信用Lycamobile.com • 1.866.277.3221

如果用戶每月使用超出32GB的流量，其中3％客戶的流量使用速度將會被减慢.

限时优惠. 计划在30天后到期. 监管费用将适用于在Lycamobile.com上进行的购买和自动更新. 计划，费率和服务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并且
不适用所有地点或所有手机.

*

 无限 通话和短信到

中国

买三送一！
赶快行动 

全新

*

包括通话和短信
网速

全美无限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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