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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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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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燕 青年鋼琴演奏家

Email: yanshen.piano@gmail.com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

演奏家文憑獲得者，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授課，

限周六日。有意者請郵件聯系面試。

M06-Shenyang 沈燕C_567_4

電話：832-380-9312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R01-REALM金太太246C_4

想賣掉自家住房？
金太太為您精心設計策略，
提供市場評估，精準訂價。 

想買房讓夢想放飛？
金太太助您圓夢，
為您爭取最高權益....

專業˙誠懇
負責的地產經紀人
snakejgk@gmail.com
www.har.com/janniesking

Facebook  請搜尋 Jannies King Real Estate

281-980-8989

金太太
Jannies King

金太太
Jannies King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BB22廣 告
星期六 2018年3月24日 Saturday, March 24, 2018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happy hour:每周二、三、四下午5點至晚上8點，啤酒半價。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3月31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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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慶祝母親節一日遊慶祝母親節一日遊

華美易經學社3 月 31 日主辦專題講座
李兆瓊建築師主講 「 建築設計與人生」

(本報訊) 搭乘泥趣河(Neches River)
探險船

遊覽大厚(Big Thicket)保護區
2018年5月5日星期六
出發：早上七時四十五分準時由僑

教中心出發，往東由十號公路，約兩個
小時到達 Kountze。先漫步參觀此森林
保護區，有鳥羣和自然美景，足以讓人
心曠神怡。

午餐：美式自助餐。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將乘坐兩小時

的小遊輪，欣賞沿岸風光。

報 名 ： 請 電 話 聯 絡 羅 秀 娟
832-607-5038、 吳 展 瑩 713-397-5228
。

費用：本會會員$35、非會員$40，
包括早餐、午餐、門票及司機小費。支
票抬頭請寫 GFCBW。

＊請攜帶薄外套。不可穿涼鞋，請
穿舒適的衣服。

＊自家車子請停在僑教中心後面停
車場。

＊凡已報名者不能去，一定要找人
替代，以五十歲以上為主。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華美易經學社將於下周六（3 月
31 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僑教中心一樓展覽室舉辦專題講
座，由李兆瓊建築師主講： 「建築設計與人生 」。

李兆瓊建築師用他的豐富建築設計的經驗和知識，加上對
中華傳統文化的深澈了解，推出一系列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建築
設計。他願意將他的寶貴經驗與大家分享。熟悉僑界的人都知道
，李兆瓊先生一向很少在僑社演說，作為 「華美易經學社 」 的
副會長，他有責任將最好的演說帶到自己會裡來。這位 「施多
亞 」 學派的信奉者，即 「天人合一」 的觀念。講求個人榮譽
感，責任感，控制私慾，過一種簡樸生活，講求 「天道 」 即道
家、儒家的思想。他將此思想發揮在他公司的經營上，也成了他
公司的願景---- 「放眼全世界，並關注自己的家園」。建築行

業本就是 「內外兼顧，鉅細靡遺」，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這也是他經過四十幾年的思索體驗---- 天生我才必有用！
「創業」的人不能停下來。

另外， 「風水學 」 也影響他甚鉅。李兆瓊先生從1972年開
始研究風水，至今他仍在萊斯大學教授風水學，他深深體會：
「風水就是建築，建築就是風水」。與外國相比，風水受儒家

文化的 「中庸 」，和諧影響。如中國畫中的 「留白」，讓你更
有想像的空間。 這項演講免費入場，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講座聯絡電話： 會長 談駿 頤 （281） 796- 1039，副會長 李兆
瓊（ 832） 724- 7556

李兆瓊,AIA, LEED AP, AMDP 總裁、首席執行長
自 1983 年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 (STOA INTERNATIONAL

ARCHITECTS)在休士頓總部李兆瓊建築師的領導下,公司的設計
風格多樣化,屢獲大獎,獲獎項目包括住宅,商業,政府,醫療,高校教
育和私立學校。李兆瓊建築師也是著名的風水大師。

公司簡介
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STOA International Architects)是由李

兆瓊先生于 1983 年在美國休士頓市成立。在 2001 年 4 月份世大
國際成功收購了位於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市的建築設計公司,並
在同年於上海成立分公司, 同時併購了休士頓另一家歷史悠久的
名建築師事務所並組成STOA/ Golemon/Bolullo 公司。

2007 年 6 月世大國際又一次成功收購了 Amspacher & Ams-
pacher建築設計公司, 使得公司的計劃管理能力和業務範圍有了
進一步的擴展,成為全美最大的華人建築師事務所。

美南國建會將於四月七日舉辦春季野餐美南國建會將於四月七日舉辦春季野餐
(本報訊) 美南國建會將於 4 月 7 日星期六中午在

Eldridge Park Pavilion 舉行春季會員野餐 (11:30 AM 至
2:30 PM). 地 址 是 2511 Eldridge Rd, Sugar Land, TX
77478. 會員及家屬免費, 貴賓與家屬免費, 其他酌收
$5.00. 報名請通知黃初平email - chupinghuang@yahoo.
com請註明姓名, email, 電話及參加人數.

活動預告: 美南國建會將於 5月4日星期五舉辦多
元化高鋒會議, 今年的主辦是”通過包涵獲勝” (Win-
ning through inclusion) . 該會將邀請多位 ”多元化” 的
專家, 學者, 及各大公司的主管參加, 及主持研討.

6 月 9 日將舉辦” 科學, 工程與科技大會 (SETS),
今年的主辨是 ”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產業創新機會”,
最近幾年人工智慧的技術突飛猛進，而機械學習
（Machine Learning）與深入學習（Deep Learning）是
這項突破的核心技術。人工智慧在未來將帶動許多新

的產業.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哈佛教授孔祥重院士作專題
演 講, 題 目 是 “ 人 工 智 慧, 電 子 設 備 和 區 塊 鏈 ”
（blockchain）.

人工智慧和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可能會對一
般消費者使用的電子設備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在應用
深入學習等先進的人工智慧方法下，電子設備可以執
行智慧型的任務，其成果將超越目前自動化所帶來的
影響。隨著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電子設備可以進行分
散式對等的自主服務。區塊鏈第一個應用就是在造成
巨大影響的電子貨幣—比特幣。這些技術有巨大潛力
但也有巨大挑戰。本演講將討論這些領域的機會和限
制。

6 月 9 日晚將舉辦美南國建會四十年慶餐會, 會中
將褒揚三位創會的會長: 陳謨星教授, 何益民教授,和杜
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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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蛇精@桑黃抗癌膠囊 創造生命的奇跡
著名中醫腫瘤專家中醫內科權威王淑霞博士主診
本中心服務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症病人，主要採取中醫自然療法，
主攻中晚期肺癌、淋巴癌、胃癌、腸癌、乳腺癌、子宮卵巢癌、
前列腺癌、白血病、紅斑狼瘡、骨癌等各種惡性腫瘤治癌名醫王淑霞
有著近50年中醫藥治療腫瘤的臨床經驗，她根據不同的癌症，採取
不同的靶向治療方法，扶正、調補氣血、增加食欲、增強體力，
同時調理治療化療後頭暈、惡心、口舌乾燥、四肢寒冷、不思飲食、
周身無力、白細胞低下，抵抗化療帶來的副作用，加強對癌細胞的
殺傷力，抑制癌細胞轉移。她的病人遍佈世界各地，她在國際醫學界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兼治：腦梗、面癱、更年期月經不調、習慣性流產、風濕、類風濕，
神經元引起的周身癱瘓、吞咽困難，外傷或扭傷性疼痛。

International Cancer Rehabilitation Center

DR. SHUXIA WANG PH.D

王淑霞 醫學博士

 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

 博士生導師

7505 Fannin st, ste120, Houston, tx77054

預約電話：281-818-7928 / 702-526-6288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五) 9am - 5pm

（本報記者黃麗珊） 慈濟基
金會德州分會於3月17日下午1時
至下午4時，在6200 Corporate

Dr.Hous-
ton,
TX.77036
的 該 會 靜
思 堂 舉 行
「靜 思 書

軒 一 日 店
長 活 動」
， 台 灣 全
方 位 知 名
藝 人 施 易
男 應 主 辦
單 位 邀 請
親 自 現 身
說 法 ， 和
大 家 分 享

他的最愛-來自三義有機茶園的淨
斯好茶，他與摰愛的母親之間的點
點滴滴，分享他吃素經驗，體內環

保，演唱數首動聽歌曲並在靜思書
軒為大家服務，親自示範甜點製作
。活動中可和施易男近距離接觸，
並可品茶和享用健康美點。

積極陽光形象施易男是演員、
歌手、作者和主持人，曾演出矽谷
阿嬤、清秀佳人、愛在我心深處、
情比姊妹深等多齣大愛劇場。母親
巫明霞女士為國寶級歌仔戲演員，
施易男事母至孝，母子情深演藝眾
衆所皆知。近年則潛心鑽研烘焙，
有甜點王子，馬卡龍界王子之稱。

施易男提到與母親巫明霞，母
子之間親密互動，去年她不幸去世
，施易男心中永遠痛，現場來賓為
之感動。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
恩執行長讚揚施易男是一位陽光男
孩，更為德州分會帶來溫暖。

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繪畫活動廣受校友歡迎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於3月

18日下午3時至下午6時舉行校友聚會文藝活動，張園
立會長主辦，美術老師黃淑玲應邀現場授課，教大家畫
夏威夷星夜，廣受校友們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都來參加這次
盛會。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張園立會長期許，希望以
後校友活動能以多樣形式進行，幫助校友陶冶心情。

繪畫活動由美術老師銘傳大學校友黃淑玲主持，主
要教授校友們畫水彩畫。一邊喝紅酒，一邊吃點心，而
且還有好聽的音樂，每個人都很高興開心，黃淑玲老師
稱讚每個人都畫得真好。在活動中，除了學習繪畫的技
巧，還溶入個人的風格與創新。大家都是第一次畫can-
vas,聚精會神，有模有樣的畫畫，實在太棒了。休士頓
銘傳大學校友會張園立會長談到，活動參與者邊品紅酒
，邊畫畫，心情輕鬆，比之前單純聚會更加有意義，也
能使大家在緊張工作之餘放鬆心情。如果大家喜歡類似
活動，之後會陸續安排教授廚藝、甜點等一系列活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也加入該
繪畫班。陳家彥處長肯定銘傳大學校友會的貢獻，他表
示，活動很有新意，學到了很多繪畫知識，老師講授非
常易懂。

銘傳大學招收男學生之後第一屆校友張園立會長提
到，既然學姊們對他信任，他就要做出個樣子，為大家
服務。他期望休士頓地區銘傳大學校友能趕快歸隊，重
拾學生時代美好時光的回憶。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書軒一日店長活動
施易男邀請您品嚐淨斯好茶、享受甜點

Teen-How联歡晚券已開始發售

台灣全方位知名藝人施易男和大家分享他的最愛淨斯台灣全方位知名藝人施易男和大家分享他的最愛淨斯
好茶好茶、、分享吃素經驗分享吃素經驗，，演唱數首動聽歌曲演唱數首動聽歌曲，，還親自示還親自示
範甜點製作範甜點製作，，廣受歡迎廣受歡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於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於33月月1818日舉行校友聚會繪畫文藝日舉行校友聚會繪畫文藝
活動活動，，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應張園立會長邀請都來參加這次盛會主任應張園立會長邀請都來參加這次盛會。。美術老師黃淑美術老師黃淑
玲現場授課玲現場授課，，廣受林錦廣受林錦、、洪良冰洪良冰、、林富桂林富桂、、孫玉玫孫玉玫、、周圓周圓
、、鄧祖珮等校友們歡迎鄧祖珮等校友們歡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術老師黃淑玲應邀現場授課美術老師黃淑玲應邀現場授課，，教休士頓教休士頓
銘傳大學校友會的校友們畫夏威夷星夜銘傳大學校友會的校友們畫夏威夷星夜。。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第十六屆理監事會將於今年
四月卄一日(星期六)晚,六時卅分,假在休士頓百利大道珍寶海鮮樓,舉行就職典
禮及新春聯歡晚會,.聯歡晚券已開始發售,欲購從速.VIP 票為1000 美元, 普通
票為 500 美元.請洽郭先生,電話(713) 236-1015,地址:1507 Delano, Houston ,
TX 77003.到時將有歌唱,抽獎,舞蹈表演,和美餚.會長翁作華和天后廟理事長周
滿洪均獲連任,眾望所歸,值得慶幸.得知兩位都是德高望重,積善之家,加以其慷
慨就義的精神,甚得人敬佩.兩位今後在任期內將為本會會務發展進行有效地革
新,和天后廟各項信眾活動將會有很大的改進.查本會天后廟現址,為符合休仕
頓市在該區發展,將加建新一座宏偉天后娘娘正殿以方便日益增加善信參拜和
祈福的需要,及文房辦公二層樓,上層將為辦公室和天后華文學校作為課室之用
,下層將為食堂,亦可作為信眾康活動中心之用.有關擴建天后廟現址詳盡方案,
容日由擴建委員會向大家報導.祈求天后保佑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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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家莊」 餐廳，推出多道精彩新菜、麵點
特級主廚菜色不凡，令人驚艷，黃金芝麻大餅，紅遍休市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甫於去年年底
在 「 惠康廣場 」 開張的 「 食家莊」 餐廳（ 位
於惠康醫療中心旁，原 「 老四川」 舊址 ），
開業才4個多月，就以黃金芝麻大餅，和正宗
的北方菜、川菜在休士頓打響了知名度。 「 食
家莊」 為迎接一年一度的中國新年（ 春節 ）

，推出一系列新菜，道道精彩，包括： 酸菜白
肉、三椒蒸魚、焦溜肥腸、表油蹄膀、紅燒划
水、黃金芝麻大餅、鍋貼、螃蟹炒年糕，令每
位聞訊者忍不住食指大動，恨不得馬上就前往
「 一嚐為快 」 ！

「 食家莊」 老闆馬軍先生，為來自北京的
山東人，深諳北方菜的奧秘（ 北方菜源於＂魯
菜＂），特聘的幾位廚師，都頗有背景，去年
十二月八日晚間在 「 食家莊 」 大開筵席，招
待 「 北京群 」 的群友，名菜疊出，吃得全場
五十多位嘉賓，酒酣耳熱，大飽口福，大呼過
癮。

「 食家莊」 的菜色，從冷菜到熱菜，到各
種北方特色麵，還有 「 食家莊」 獨有的特色菜
，更令人驚艷！如賣相、口感一流的 「 大千乾

燒黃魚」 ，黃魚極其入味，口感特佳，如 「 大
盤雞」 ，廚師的精湛手藝，將雞肉的鮮味發揮
的淋漓盡致，再配上麵條，絕對是一道開胃的
好菜。當天推出的名菜還有咕嚕蝦，溜肝尖，
肉末豆角， 梅菜扣肉，芫爆肚絲，五彩小魷魚
，白菜排骨粉絲砂鍋，以及他們著名的田園素
菜： 西芹百合、醋溜白菜---- 光看師傅的刀
工，即令人嘆為觀止，更別提入口的滋味及其
營養價值。

「 食家莊 」 最值得一提的是 「 北方特色
麵點 」 ，該店特聘台北 「 鼎泰豐」 的韓師傅
負責麵點，當天亮相的羊肉水餃，三鮮水餃，
內餡極其講究，令人激賞不已，還有發麵製作
的黃金芝麻大餅，更是該店的 「 賣點」 ！馬老

闆預備午間推出 「 大餅套餐 」 ，每人份$8.99
元，包括：現烙芝麻、白麵大餅二張，冬瓜羊
肉丸子湯，再加上炒菜一道。既經濟實惠，又
可大飽口福，預計將大受歡迎。

「 食家莊 」 的特色麵點，還有老北京豬肉
鍋貼、羊肉西葫蘆鍋貼、三鮮鍋貼，水餃除上
述二種，還有煙台鮁魚水餃、豬肉水餃，以及
最受大眾喜愛的蔥油餅、北京炸醬麵、茄子肉
丁打鹵麵、天津小籠包、擔擔麵、重慶酸辣小
麵------ 等等，都是一時之選。

「 食家莊」 的地址：91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惠康廣場內）電話：
713-771-6868t

走油蹄膀走油蹄膀黃金芝麻大餅黃金芝麻大餅 紅燒划水紅燒划水螃蟹炒年糕螃蟹炒年糕

華人專業協會 專題演講將於今天上午舉行
[本報訊] 如果你想開店做生意，但又不知

做什麼，品牌連鎖是最好的選擇。華人專業協和糖
城廣場將於今天上午在 6780 Southwest Freeway 的
Hilton Hotel邀請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總裁謝宗煌先
生做專題演講以及座談。講座從上午10點開始，
到午餐後結束，參加者需繳交由Hilton Hotel供應
之午餐的＄35 餐費成本，午餐菜單包括沙拉、雞
、牛肉和咖啡、點心。

目前休士頓地區華人的人口數量、帶有華人風
味的市場需求、以及不甘平淡而躍躍欲試的華人創
業者都在迅速增加。而根據統計，一般自行創業者
的五年存活率只有20%，稍有不慎，或是雖然謹慎
勤勞，但運氣稍有不佳，多年的辛苦很容易就就付
諸東流，相對的， 加盟連鎖創業的成功率卻高達
80%，然而美國本地的連鎖市場發展已經近百年，

有 750,000 家經營
者，是一個高度
成熟，高度競爭
的市場，對於初
次創業者來說 極

具挑戰性，知名的連鎖大品牌不但申請加入的困難
度高、限制多、且前期投資金額大，使許多想要加
入的創業者望門興嘆，因而在未來華人社會的潮流
，將是由海外引進具備良好創意,在海外已經有成
功經驗的連鎖品牌，在針對美國本土之市場特性及
法律規章加以調整後，引進到美國來落地生根。

這一次座談的題目是 「連鎖店，是創業、投資
、辦移民的最佳選擇」，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的總裁
謝宗煌先生將以詳實的內容、豐富的信息來協助大
家了解，在眾多的海外連鎖事業當中，如何挑選適
合自身條件的事業，同時以標準化、統一化、簡單
化的原則來經營，他將會為糖城廣場帶來一些名牌
連鎖餐飲業資訊，幫助糖城廣場的店東作為創業的
選擇。律師歐陽婉珍也會在現場回答有關投資移民

的問題。
主講者簡介:

謝宗煌先生擁有超過25年的連鎖業及房地產
經驗，加州房地產 Broker執照，美亞連鎖顧問公
司及家世界房地產執行長。他曾擔任多家美國連鎖
公司的亞洲市場代表。1995 年安排中國第一個的
特許經營代表團訪問美國國際連鎖協會(IFA)和國
際連鎖特許經營大展 (IFE)。2012年於洛杉磯創立
美中連鎖企業協會。他是美國國際連鎖協會會員
(IFA)，持有協會認證的連鎖經營執行的CFE執照(
首位在美華人持有)。謝宗煌先生畢業於台灣國立
政治大學，美國國際連鎖經營管理學院(ICFE)和美
國Concord 法學院。著有"美國連鎖加盟系統介紹"
。

此座談不只限於華人專業協會會員，只要有興
趣者都可以參加，必須憑餐票入場，每張餐票$35
元，有意者請電：Sheree Lee，832-651-2848 洽購
。

圖為圖為【【華人專業協會華人專業協會】】會長唐心琴會長唐心琴

驚悉高如山學長於本周二（3月20日）下午5時
31分與世長辭，駕鶴西去，校友們大為感傷。近幾個
月來，大家還在討論為高學長在7月舉辦盛大的98歲
生日慶典的各項事宜，不想，自此天人兩絕，竟是永
別。回首二十多年來與高學長相處的點點滴滴，校友
們紛紛表達了對他的沈沈哀思，眷眷緬懷。

趙偉雄會長表示：“俗話說，“家有一老，如得
一寶”，高如山學長就是我們休斯頓交大校友會的珍
貴瑰寶。聚會講演，總能聽到高學長的歡聲笑語，郊
遊漫步，總能看到高學長的矯健身影，他那顆永遠年
輕的心一如既往地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人。如今雖然
高學長離開了我們，但他的音容笑貌將會永遠留在休
斯頓交大校友心中！”

楊俊前會長說： “我和高學長在休城相識近二
十年，高學長始終是一位充滿活力，積極，正面，樂
觀，進取的長者和智者，他關心和鼓勵後輩校友，指
點我們如何珍惜生活，領悟人生，實為交大蕓蕓學子
的楷模。13日去醫院探望時，學長還狀況穩定，病情
趨穩。想起今年新春相聚時，學長氣色健朗，談笑風
聲，未料轉日驟然辭世，心中十分悲傷，唯與高學長
二十年人生交集和深厚友誼將會常駐我心。”

趙中民前會長表示：“驚聞高老學長仙逝，無限
感傷，幾個月前我們還討論如何為學長慶祝百年松壽
，沒想到這麽快就離開我們。高學長，人如其名，高
風亮節高如山，早年參與國家的水利建設，功勞卓著
。來休斯頓後，積極參與校友會活動，當時國立交通
大學校友會多是新竹畢業的校友，有一小群上海及唐
山畢業的老校友，跟我們差一兩代，他們多是每次聚
會都來參加，老校友們相聚一起，緬懷當年校園生活
及參與國家建設的經歷，我們聽得都非常神往。 可

惜這些老校友陸續雕零。高學長是最後幾位了。高學
長的乒乓球及橋牌造詣都很高，曾多次參加高齡奧林
匹克運動會的乒乓球項目，屢獲冠軍。 這種老而彌
堅的精神是我們後學的表率。學長您打了一場美好的
仗，請安息了。”

錢虹前會長說：“驚聞高學長突然與世長辭，無
限悲傷。認識高學長有二十余年了，每次見到高學長
，你都是興高采烈，帶給我的總是又一個乒乓球比賽
冠軍的的好消息，你的獎牌掛滿了墻，你一顆年輕的
心永遠激勵著後輩，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學長，您安
息吧！”

連建鰲前會長感慨道： “高學長猝然離別, 但風
範猶存! 高學長瀟灑精彩一生, 時刻關註母校發展,
關懷年輕校友, 他鏗鏘洪亮的聲音尤在耳邊, 他當是
吾全球交大校友之楷模! 高學長一路走好!”

高如山學長於1921年7月15日出生於上海,1939
年入讀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 1942年升四年級時
因不願做汪偽政府偽學生而輟學，1945年交大復校
後繼續學業，並於1946年畢業，獲得工學學士學位
。

高如山學長於1949年來到北京，在中央農業部
農田水利局從事農業灌溉方面的工作，自此開啟了他
在農田水利工程上的輝煌篇章。高學長先後在農業部
，水利部，水電部等部工作，歷任工程師，高級工程
師，教授級工程師，副處長，副總工程師，中國灌排
技術開發公司第一副經理兼總工程師，國務院三峽經
濟開發辦公室顧問等。在此期間，還兼任國家科委農
機組成員，中國水利學會農水專業委員會兼國家灌溉
排水委員會副秘書長，科技咨詢委員，水利開發基金
委員會專業委員，中國農機學會常務理事兼排灌機械
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農機科學院排灌機械研究所技
術顧問，《農業機械技術》，《水利水電技術》，
《農田水利與小水電》等雜誌編委，《中國農業百科
全書》水利卷農田水利副主編，《噴灌技術》編委會
副主任，水利出版社特約審編。

作為赴越水利專家，高如山學長於1956年赴越

南工作，獲胡誌明主席親自簽發的金星友誼獎章。
198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中國召開提水
工具和水利管理討論會，高學長擔任會議主席，由於
學識出眾，技術過硬，被聘為 FAO 的第一位中國顧
問。此後，多次出訪泰國，緬甸，孟加拉等亞太國家
，幫助他們實現提水灌溉的先進技術。1992年高學
長榮獲在“工程技求方面有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
貼，2001年獲頒“從事水利工作五十年以上優秀老
專家”稱號。

高學長於1993年定居休斯頓, 很快參加了其成員
主要為新竹校友的休斯頓國立交通大學校友會。百年
交大，天下一家，高學長同眾位新竹校友雖來自不同
校區，但相處甚歡，並每每參加他們的各期活動。

1999年，休斯頓上海交通大學校友會正式成立
，高如山學長欣然參加了成立大會，並自此成為了校
友會中最年長，也最鐵桿的成員。與同來自上海母校
的學弟學妹相處，高學長十分高興。他心系母校，對
學弟學妹們關懷倍愛，並經常給大家講述一些交大舊
事。

2005年，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成立，其成員
為來自上海、西安、西南、北京、新竹五所交通大學
的歷屆校友。高如山學長時年83歲，為入學交大最
早的學長，也是整個校友會最令人尊敬的成員。自此
十多年來，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服務大休斯頓地區
校友，成長至近千會員，其中得到了高學長的大力支
持和積極宣傳。

2006年4月，高學長代表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
參加了上海交通大學建校110周年的盛典，回到了闊
別60年的徐匯校區，與當年一同求學的老同學相聚
，十分感慨。更多的是欣慰於母校的茁壯成長，日新
月異，廣育英才，桃李芬芳。高學長同馬德秀校務委
員會主任，校長謝繩武親切交流，並向他們介紹了休
斯頓校友會的發展狀況和校友動態。

2006年11月，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成立後首
次舉辦金秋聚會，在Galveston的旗艦大酒店，來自
五個校區的300多位校友及家屬愉快相聚。交大校友

濟濟一堂，歡聲笑語。高學長不但欣然趕到Galves-
ton參加活動，還向大家介紹了他參加上海交通大學
建校110周年盛典的情況。對學弟學妹們殷殷關愛，
令人感動。

2010年6月18日至20日，交通大學北美校友會
大會在休斯敦洲際酒店（現為ROYAL SONESTA
HOTEL HOUSTON）隆重舉行，來自上海、西安、
西南、北京、新竹五所交通大學的校友近千名人士參
加。交大百年, 校史源遠流長, 校友英才濟濟，大會名
流雲集，俊賢匯聚， 與會者有上海交大校務委員會
主任馬德秀， 西安交大副校長閆劍群， 西南交大校
務委員會主任顧利亞， 北京交大校長寧濱， 新竹交
大校長吳重雨， 福茂集團董事長, 美洲交大校友會前
會長趙錫成學長，交通部長趙小蘭女士，奧斯卡獎評
委, 三屆金馬獎獲得者盧燕學長，臺灣聯電榮譽副董
事長、智原科技董事長宣明智，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
學長等。高如山學長不但擔任校友大會主席團成員，
積極參加籌備工作，還代表大會介紹母校上海交通大
學的校務委員會主任馬德秀及其所率代表團。

縱觀高學長一生，可謂精彩紛呈，斑斕多姿。
少時出生富裕，入讀名校，雖遇戰火，終成學業。中
年專之水利，排灌助農，足遍萬裏，惠澤四方。晚年
定居休城，覓得知己，鰈鶼情深，親厚校友，淳淳長
者，玩牌打球，養性修身，居之晚晴公寓，融融若大
家庭。

高學長品性高潔，謙沖自牧，年壽德昭，令人緬
懷。我們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在對高學長的辭世表
示沈痛哀悼的同時，也對他對校友會十多年來的參與
和支持表示感謝，並對他九十七年的精彩人生慶賀叫
好。

悼念高如山學長悼念高如山學長
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

高如山學長高如山學長((19211921年年77月月1515日日 –– 20182018年年33月月2020日日))於於19461946
年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年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獲得工學士學位獲得工學士學位。。

20062006年年1111月月，，高如山學長參加了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成立後的首次金秋聚會高如山學長參加了休斯頓交通大學校友會成立後的首次金秋聚會，，並向校友們介紹了他參加上海交通並向校友們介紹了他參加上海交通
大學建校大學建校110110周年盛典的情況周年盛典的情況。。

20102010年年66月月，， 高如山學長擔任高如山學長擔任20102010年交通大學北美校友會年交通大學北美校友會
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主席團成員，，並代表大會介紹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校並代表大會介紹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校

務委員會主任馬德秀務委員會主任馬德秀（（左一左一））及其所率代表團及其所率代表團。。

20182018年年11月月2323日日，，楊俊前會長黃琳學長代表休斯頓交通大楊俊前會長黃琳學長代表休斯頓交通大
學校友會向高如山學長祝賀新春學校友會向高如山學長祝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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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 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
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
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
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
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

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
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
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禍之後開始
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
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
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
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
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
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年之後
，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
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年、
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
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
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
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
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
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
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
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
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背
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
等到10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
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計
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

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
，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骨
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
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
、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
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
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
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
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
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
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
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病
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
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
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
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
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寶寶臉上的白斑是"蟲斑"嗎？
三歲多的佳佳聰明靈俐，唯獨挑食的毛病讓

爸媽煩惱。最近，媽媽發現佳佳臉上長出了兩塊
硬幣大小的淡白色斑塊，奶奶看了後說是佳佳肚
子裏蛔蟲的”蟲斑”。於是，媽媽給佳佳吃了1個
多月的驅蟲藥。但沒發現驅除蛔蟲，佳佳臉上的
白斑也沒消。帶去醫院後醫生告訴媽媽，佳佳的
所謂“蟲班”其實是缺鋅而引起的單純糠疹，並
非肚裏長了蛔蟲。給開了水楊酸軟膏和青鵬軟膏
混合抹。但是那裏的皮膚卻越抹越粗糙。

醫生介紹說，單純糠疹是一種以發生於顏面
部位的淺表性幹燥鱗屑性色素減退為特征的一種
慢性皮膚病，主要侵犯兒童，兒童中比較常見,常

分布於面部，個別可出現在頸部，上臂或背部軀
幹，是一種大小不等的圓形或橢圓形淡紅色斑疹
，一般為硬幣大小，表面幹燥，上面覆蓋有少許
灰白色細小的鱗屑，看上去較周圍的膚色稍淺。
一般來說，患單純糠疹的孩子通常無自我癥狀，
當天氣炎熱或面部出汗時，會有一些瘙癢感。發
病季節以春季多見，也見於夏初及冬季。 該病相
當常見，癥狀較輕。

單純糠疹發生的原因可能與身體對細菌或寄
生蟲的毒素發生過敏有關。所以，當發現孩子孩
子出現這些單純糠疹時，很多家長都會憑經驗認
為孩子有蛔蟲病或其它腸道寄生蟲，“蟲班”也

就因此而得名了。但其實，
“蟲班”的發生與腸道寄生
蟲病並無必然的聯系，除了
與身體對寄生蟲的毒素發生

過敏有關外，還可能與營養不良，維生素缺乏或
太陽暴曬等有關。

單純糠疹在面部有圓形白斑，局部外塗“皮
膚病霜”，內服維生素B類。另外建議：單純糠疹
一般經過一段時間後可以自行消退，但有時也有
反復。患者要註意保持患處清潔，避免使用堿性
太強的肥皂洗浴，並且保持皮膚的滋潤，以防止
皮膚幹燥。避免過度曝曬，外出盡可能戴上遮陽
帽或塗抹防曬霜。

目前，加拿大市場上《劍牌》皮膚病霜，是
純天然中草藥膏，它溫和、細膩、無激素，無刺
激，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是目前治療皮膚

病的良藥。該產品自上市三年以來，有口皆碑，
效果很好，一試便知。

前面提到，佳佳媽媽看到報紙上《劍牌》皮
膚病霜藥品介紹後，立刻買來一試，效果真的很
好。而且，佳佳的皮膚病還在初期，只抹了幾天
，皮膚就完全恢復了正常。

因此，《劍牌》皮膚病霜在提高人體免疫力
的同時，可以治療各種原因引起的皮膚過敏癥狀
，全力消除肌體各部位的炎癥，有效改善過敏體
質，徹底治愈皮膚過敏。

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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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圖片及銷售網點見第C2版
。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休城工商 BB77星期六 2018年3月24日 Saturday, March 24, 2018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移民局宣布暫停
占名額H-1B加急服務

美國移民局3月21日宣布今年將再次暫停占
2019名額的H-1B申請的加急服務。從今年4月2
日起，移民局將開始接受占2019財年額度的H-1B
申請，但將延續去年的做法，再次暫停加急服務。

這次加急服務的暫停不包括不占2019財年額
度的H-1B申請，比如享有名額豁免的H-1B申請
，H-1B轉換雇主或延期申請等。對於不占2019財
年額度的H-1B申請，移民局將繼續接受申請人的
加急服務請求。

一年一度的H-1B工作簽證申請正如火如荼。
我們律師事務所在這裏提醒讀者在遞交H-1B申請
中需要特別註意的問題。

最佳遞件時間和方式
2018年3月31日周六是郵寄H-1B申請的最

佳時間.這樣既能保證申請不會在4月2日之前收到,
又能保證移民局會在4月2日本財政年度受名額限
制的H-1B名額開放的第一天收到申請。

表格問題
表格的每一項都非常重要。其中最常見的錯誤

有：
１．新的申請所填H-1B開始時間早於2018

年１０月１日。H-1B開始時間必須為2018年10
月1日,因為名額10月1日才開始開放.如果不小心
填成2018年9月１日,申請將被拒絕.

２．所填護照有效期過短。移民局將按照護照
有效期日確定H-1B批準的長短。如果護照６個月
之內過期，那麽批準的H-1B也將在６個月之內過
期。

３．每一份表格都要雇主簽名，並寫上日期。
移民局建議用藍色的筆簽名,以區分於復印件.

４．表格要齊全。除了I-129表格外，還有H
附表,H - 1B簽證資料收集及申請費豁免的附表以
及LCA需要填寫。

支票問題
１．日期。移民局不接受超過６個月的支票。

如果支票年份寫錯，將會直接導致退件。
２．大小寫一致。
３．支票記得簽名。
４．防欺詐費$500的支票要單獨開具。
5．需要使用公司支票。

地址問題
郵寄地址根據雇主的所在地分別提交到加利福

尼亞處理中心 (CSC) 或佛蒙特處理中心 (VSC)。
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需用色彩鮮明的筆註明申
請類別，申請地址要區分是普通名額的申請還是美
國碩士以上學位名額的申請：

普通名額: ATTN: H-1B Cap
美國碩士學位名額: ATTN: H-1B U.S. Master

’s Cap
最新移民消息
1. 2018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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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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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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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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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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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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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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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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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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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郵箱：yan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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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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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會春節大聚餐客家會春節大聚餐------
「「客家桐花宴客家桐花宴」」

本 秦本 秦
報 鴻報 鴻
記 鈞記 鈞
者 攝者 攝

客家會會長李元平客家會會長李元平（（ 立者立者 ））首先在大會上致詞首先在大會上致詞。。

出席大會的客家鄉親出席大會的客家鄉親（（ 右起右起 ）） 徐俊義徐俊義、、董元慶等人董元慶等人。。

主持人方海妮主持人方海妮（（ 右一立者右一立者 ））介紹僑教中心莊雅淑介紹僑教中心莊雅淑（（ 中中 ））
抽中紅包大獎抽中紅包大獎。。

客家會大老鍾桂堂客家會大老鍾桂堂（（ 左左 ））幸運抽中幸運抽中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 右右）） 所贈送的禮品所贈送的禮品。。

客家會現為客家會現為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席的馮啟豐主席的馮啟豐（（ 立者立者 ））擔任大擔任大
會主持人會主持人。。

出席出席 「「客家桐花宴客家桐花宴」」 的客家鄉親及來賓的客家鄉親及來賓，，擠滿聚會廳擠滿聚會廳。。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黄以法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黄以法（（ 右右 ））也蒞臨大會也蒞臨大會
致詞致詞。（。（ 左立左立 ）） 為大會主持人為大會主持人，，中華公所共中華公所共

同主席馮啟豐同主席馮啟豐。。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以貴賓身份蒞臨大會並致詞陳家彥處長以貴賓身份蒞臨大會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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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
溫馨舉行新春聯歡會溫馨舉行新春聯歡會

本黃本黃
報麗報麗
記珊記珊
者攝者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一走進會場就感一走進會場就感
受客家好客精神受客家好客精神，，特別是客家美食麻糍特別是客家美食麻糍，，讓他忍不住多吃幾個讓他忍不住多吃幾個..客客
家文化是台灣多樣文化重要的一環家文化是台灣多樣文化重要的一環，，特別是美食和歌謠部份特別是美食和歌謠部份，，他他
感謝客家會在推動外交和僑務工作的貢獻和努力感謝客家會在推動外交和僑務工作的貢獻和努力

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 歡迎歡迎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
彥處長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FAPA郭正光會郭正光會
長長，，前會長前會長梁慎平及管光明梁慎平及管光明等佳賓應邀參加盛會等佳賓應邀參加盛會。。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僑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僑
務促進委員聘書給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務促進委員聘書給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
教基金會新春聯歡會於教基金會新春聯歡會於
33月月1818日中午日中午，，在華美在華美
中醫學院大禮堂溫馨舉中醫學院大禮堂溫馨舉
行行 、、 休士頓客家會歌休士頓客家會歌
謠班合唱會歌謠班合唱會歌

主辦單位提供有客家美食午餐主辦單位提供有客家美食午餐
、、客家歌謠班表演大家歡聚一客家歌謠班表演大家歡聚一
堂同樂堂同樂

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 熱烈歡迎與會貴賓及熱烈歡迎與會貴賓及
一百多位客家鄉親朋友出席歡慶一百多位客家鄉親朋友出席歡慶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
客委會頒發客委會國際諮詢委員聘書給賴江椿客委會頒發客委會國際諮詢委員聘書給賴江椿、、梁梁
慎平及管光明慎平及管光明

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代表頒發客家文教基金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代表頒發客家文教基金
會前主委會前主委梁慎平紀念獎牌梁慎平紀念獎牌

賴江椿前會長頒發獎牌給貢獻良多的理事們賴江椿前會長頒發獎牌給貢獻良多的理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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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國誠 醫學博士  David He, MD, PhD     
www.dr-hw.com 網絡咨詢， 免費登記， 網上預約候診。

ABMS Board Certified: ABPM, ABNM

皮膚病， 眼耳鼻喉， 呼吸道，泌尿道感染；各種常見慢性病的
藥物治療與監控，包括肥胖癥, 失眠, 維生素 D不足, 貧血，甲狀腺
疾病，胃食管反流，糖尿病, 高血壓，高膽固醇，慢性阻塞性肺
病, 前列腺疾病 和骨質疏松；健康體檢，體育體檢，疾病預防。

電話：832-640-6603
診室：10333 Harwin Dr. Ste 530 I, Houston, TX 77036

主 

治

D03FA-HE, DAVID 何國誠醫師6B_8

（ 受理Medicare，可接受信用卡，支票 和 Paypal付款方式。）

泰國泰拳拳手慶祝拜師節泰國泰拳拳手慶祝拜師節 萌娃也來湊熱鬧萌娃也來湊熱鬧

泰國大城府泰國大城府，，泰拳拳手慶祝泰拳拜師節泰拳拳手慶祝泰拳拜師節（（World Wai KruWorld Wai Kru
Muay Thai CeremonyMuay Thai Ceremony），），是拳手們的年度拜師盛會是拳手們的年度拜師盛會。。

玩浪漫玩浪漫！！斯裏蘭卡藍鯨噴出驚艷斯裏蘭卡藍鯨噴出驚艷““彩虹心彩虹心””

斯裏蘭卡壹頭浪漫的藍鯨送出壹顆斯裏蘭卡壹頭浪漫的藍鯨送出壹顆““彩虹心彩虹心”。”。攝影師攝影師TanakitTanakit
SuwanyangyaunSuwanyangyaun在斯裏蘭卡附近海域潛遊時邂逅壹只藍鯨在斯裏蘭卡附近海域潛遊時邂逅壹只藍鯨，，它在遨遊它在遨遊
過程中噴水換氣過程中噴水換氣，，向海面上空噴出壹個心形的水柱向海面上空噴出壹個心形的水柱，，水柱將陽光折射水柱將陽光折射，，
形成了驚艷的形成了驚艷的““彩虹心彩虹心”，”，浪漫極了浪漫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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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支付新規下月實施
靜態掃碼支付每日限額夠用嗎

下個月，央行的條碼支付新規就要

正式實施。什麽是條碼支付新規？簡單

來講，與消費者最相關的就是使用微信

和支付寶掃商戶貼出的靜態條碼付款，

每天限額是500元。如果想超出這個額

度，可以選擇讓商戶來掃消費者手機上

顯示的動態條碼。這幾天網上也對新規

裏的“靜態條碼限額500元是否夠用”

的問題有所爭論。靜態條碼和動態條碼

有什麽區別？為何要規定上述限額？央

行新規對我們日常支付和商戶們有什麽

影響呢？

有商戶已配備掃碼機器
北京姑娘文莉身上從來不帶現

金，因為手機支付能滿足她壹整天的

各種需求。“除了上下班用壹卡通

外，訂外賣、逛淘寶、喝個下午茶，

甚至下班後去附近玩夾娃娃機都可以

用手機支付”。不過她覺得，自己壹

天也花不了 500 元，央行條碼支付新

規對她影響不大。

昨日，新京報記者走訪崇文門的

幾家小商鋪發現，此前壹些張貼靜

態條碼的商家，已經配備好掃碼機

器。專家表示，靜態掃碼限額可以

有效防範諸如條碼被調換、木馬病

毒等導致巨大損失的風險，壹般不

會對消費者正常使用產生影響。不

過對壹些小商戶來說，還是有升級

掃碼設備的需求。

壹般來說，條碼不但指壹條壹條的

條形碼，也包括現在很常見的二維碼。

打開微信或者支付寶的收付款頁面，就

能夠同時看到這兩個碼。靜態條碼長期

有效，壹般由商家貼在櫃臺等位置，而

動態條碼壹般顯示在手機等電子屏幕上

動態變化。

去年，央行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

於印發<條碼支付業務規範（試行）>

的通知》（下稱《規範》），配套印

發了相應技術規範，自2018年4月1日

起正式實施，標誌著條碼支付規範化時

代的到來。

《規範》的壹個重點就是根據風

險防範能力的分級，對個人客戶的條

碼支付業務進行限額管理。“簡單地

說，就是用戶的風險防範等級越高，

每天可以交易的金額就越高。”拉卡

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合規總監唐

淩撰文稱。

條碼易復制漏洞引發詐騙
2017年 3月，央視報道稱在浙江寧

波，有共享單車出現了“惡意”二維

碼，用戶掃碼後共享單車不能解鎖，而

是轉到了私人的微信支付頁面，有用戶

上當受騙。此外2017年7月，重慶當地

媒體報道，有商戶反映二維碼被替換，

隨後警方抓獲兩名犯罪嫌疑人，經了解

他們通過篡改20多家商戶的二維碼方式

獲利1萬多元。

中國支付清算協會執行副會長兼

秘書長蔡洪波表示，與傳統的銀行

卡不同，條碼支付的條碼具有可視化

特點，容易被復制、截屏、傳輸，

可以被打印，安全防護能力不強。很

多不法分子就是針對條碼防護能力

弱、使用環境可控性差這些特點實施

詐騙。如靜態條碼被調換、偽造條碼

進行欺詐、條碼中嵌入木馬病毒程序

等導致客戶個人信息泄露和賬戶資金

被盜用等。

根據央行新規，條碼支付交易驗

證可以組合選用三類要素：壹類是

僅用戶本人知悉的要素，如靜態密

碼；壹類是僅用戶本人持有並特有

的，不可復制或者不可重復利用的

要素，如經過安全認證的數字證書、

電子簽名，以及通過安全渠道生成

和傳輸的壹次性安全驗證碼等；另

壹類則是用戶本人的生物特性要素

（如指紋）。

由此，風險防範能力被分成了四

類：達到A級，即采用數字證書或電

子簽名在內的兩類以上有效要素進行驗

證的，可與客戶自主約定單日累計限

額。也就是說，客戶可以自己決定每日

消費限額。

最低壹級則是 D 級，即前述所

說小商戶貼在櫃臺上的靜態條碼，

同壹客戶單個銀行賬戶或所有支付

賬 戶 單 日 累 計 交 易 金 額 應 不 超 過

500 元。

中間的 B級，采用不包括數字證

書、電子簽名在內的兩類（含）以上有

效要素對交易進行驗證的，單個客戶單

日交易限額為5000元。C級則是采用不

足兩類要素對交易進行驗證的，交易限

額為1000元。

三問掃碼限額
1 500元限額夠用嗎？
“條碼支付與傳統銀行卡等支付工

具相比在交易安全性上存在壹定不足，

人民銀行堅持條碼支付小額、便民的定

位，對條碼支付風險防範能力進行分

級。”央行相關負責人在此前的答記者

問中表示。“小額、便民”是其中的關

鍵詞。

壹家媒體曾在新規發布日當天的調

查稱，有超過60%的網友認為500元的限

額不能滿足需求。不過，據新京報記者

小範圍調查，如果不用於諸如家用電器

之類的大額支出，500元可以基本滿足

周圍同事的日常支出。

如在北京工作的張先生對記者表

示，按照早飯10塊、午飯和晚飯在30

元左右算，即使都用掃碼支付，500元

的靜態條碼限額滿足日常的生活也綽綽

有余。

“咱們說的靜態碼是貼在收銀

臺上的壹個二維碼，這個不夠用，

其實有其他的壹個措施，商戶主動

去掃顧客，也可以選擇銀行卡支付，

或者現金。”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

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對記者

解釋。

根據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發布的

《2017 年移動用戶調研報告》，2017

年，有43.0%的用戶單筆支付金額在100

元以下，29.5%的用戶單筆支付金額在

100-500元；14.8%的用戶單筆支付金額

在500-1000元；12.6%的用戶單筆支付金

額在1000元以上。也就是說72.5%的用

戶不受限。

薛洪言認為，從場景上來看，500

元錢的限額制定應當經過了壹個精確的

測算，即根據歷史的交易情況，能夠

滿足絕大部分用戶線下掃碼支付的需

求，所以對大多數用戶來說不會有太大

的影響。

2 限額對相關機構有何影響？
“這個規定主要是在引導，實際上

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的。”薛洪言表

示，新規對靜態碼和動態碼這兩種交易

結構的占比會有壹定的影響，但是對於

支付巨頭們的交易量，包括銀行的影響

不會特別大。

薛洪言認為，支付巨頭們壹是會進

行相應的壹些符合監管要求的系統的改

造，二是會去推動線下的小商戶布局壹

些掃碼工具。

壹位支付行業從業人士對新京報

記者指出，對於平時的小商戶的客戶

來說，500 元的限額基本都能滿足日

常使用，但也有壹些細分的市場，如

批發市場的客戶， “買壹箱貨都不

夠。”

“所以要改客戶習慣，讓消費者出

示付款碼，商戶掃消費者收款。”上述

人士稱，雖然商戶用手機就能掃，但為

了方便考慮，會給商戶配硬件。不過他

亦指出，配不配掃碼硬件看不同的企業

策略，如有的企業會送、有的會搭售、

有的企業則會以“先交押金、到壹段時

間再退”的策略。

在業務規範上，新規還要求維護市

場公平競爭秩序。市場機構不得以任何

形式詆毀其他市場主體的商業信譽，不

得采用不正當競爭手段損害其他市場主

體利益、排擠競爭對手，破壞市場公平

競爭秩序。

3支付龍頭如何應對新規？
對於央行新規，此前騰訊和支付

寶方面均表示，正在研發新技術以及

探索新技術應用於條碼支付領域的可

行性。

事實上，這兩家巨頭在條碼支付市

場上仍有不小的推廣力度。根據支付寶

公告，從2018年2月10日起，收錢碼提

現免費服務升級，對符合條件的用戶，

收款資金可以享受提現免費的服務；而

騰訊方面此前也表示，2017年 10月 17

日-2018年 12月31日活動期間，使用微

信支付“官方制作收款碼”收款，可獲

贈免費提現額度。

這背後是移動支付持續增長的業

務規模。央行此前的報告顯示，2017

年移動支付業務達 375.52 億筆，金額

202.93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46.06%和

28.80%。

國金證券報告指出，2017 年，線

上場景的移動支付滲透率已經達到

85%左右，基本飽和，而線下市場相

對空白，近年來成為各大支付應用競

爭的主戰場。“線下市場的交易規模

龐大，是線上市場的 4倍左右，會是

未來支付市場規模增量的主要來源，

也是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巨頭的必爭

之地。”報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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