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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新徐世新(Kevin(Kevin 徐徐)) 先生先生
糖成家樂超市總經理糖成家樂超市總經理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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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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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2016年金秋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11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1月30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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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華府地區文化教學、培訓中文教師運用所學，協助將傳統中華文化及台
灣民俗藝術向中文學校及主流社區推廣，華府僑教中心於11月19日下午舉辦 「民俗
文化種子在地研習」，邀請本地區本年參加僑委會民俗文化種子菁英班學員與僑校
及主流學校華語文教師分享所學及教作，計有約50人參加。

活動首先由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頒發本年前往西雅圖及紐約參加美加菁英班共9
位學員之結業證書，分別是單馥瑄、陳靈芬、陳萱、葛延台、蔣慰祖、王小茜、陳
怡芳、周雅文及王怡閔等。續由陳怡芳、周雅文及王怡閔等3位老師分別介紹冬至節
慶、搓湯圓及獅頭彩繪製作，課程安排緊湊且實用。大部分學員皆是首次嘗試製作
獅頭，經由王老師詳細介紹各地獅頭特色後，個個發揮巧思著手彩繪創作，學習興
致高昂。僑教中心陳主任世池也特別感謝老師們在各主流社區不遺餘力推廣中華文
化，並鼓勵繼續參加未來中心提供的各項文化活動，成為在海外傳承及散播台灣多
元文化的種子。

華府僑教中心舉辦民俗文化種子在地研習華府僑教中心舉辦民俗文化種子在地研習。。僑教中心陳主任世池僑教中心陳主任世池（（左四左四））與本年度美加菁英班結業學員合影與本年度美加菁英班結業學員合影。。

學員們發揮巧思著手彩繪製作獅頭學員們發揮巧思著手彩繪製作獅頭。。 學員們自己動手搓湯圓學員們自己動手搓湯圓

華府地區舉辦民俗文化種子在地研習

聽覺是生活的基本條件，不論是在溝通上，
人際關係上，安全上，工作上，或是在學習上，
好的聽力是必要的。聽力檢查不僅是測聽力的好
壞，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於幫助診斷其他相關疾病
。

大華府北一女校友會將於十二月四日,週日下
午二時至四時,假臺北經文辦事處文化中心,舉辦
[聽力檢查知多少]健康講座,特別邀請聽力學專
家蕭雅文博士來講解聽力檢查的目的和重要性
。

蕭雅文博士在 1994 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的辛
辛那提大學，主修聽力學，她在聽力領域已有
20 年的工作經驗。歡迎校友和僑胞們踴躍參加
這次難得的聽力學講座。

時間:十二月四日,週日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臺北經文辦事處文化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ECRO
901 Wing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20878
301-869-8585
聯絡人:馬永燕240-389-0099
李小雲301-525-5393
大華府地區北一女校友會成立於 1994 年，

以聯繫校友感情，共謀校友、母校和僑社之福
利為宗旨。歡迎大家經常到北一女的網站，查
看最新的消息和活動預報。

網址是www.beinu-dc.org
電子信箱是beinu2000@yahoo.com

北一女校友會

健康講座 聽力檢查知多少
我們生活離不開 “錢”, 雖然說錢不是萬能, 但沒錢, 卻是萬萬不能. 很多人說 “最不

想的就是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筆者倒是希望如此, 最怕是 “人還未去天堂, 銀行戶口己
空” . 我們老人的那點老本, 既要保本, 也想生財, 那大概 就要靠 “投資”了. 因為放在銀
行, 利息基本上是差不多是等於零.

在美國, 投資方法五花八門, 令人眼花潦亂, 無所適從. 打開報刊, 常常看到各式的免費
的理財講座, 甚至有些更提供免費 午/晚餐. 有見及此, 我們 長樂社, 趣味俱樂部也來個
“談股論金話投資” 的論壇, 以期拋磚引玉, 希望大家參加意見, 以廣見識.

本次講題內容包括 : 股票的種類及分別, 股票買賣需知, 各種股票分析法, 債卷的種類,
各種共同基金的分別, 年金的種類 , 各種保險, 物業投資, 投資顧問, 金的各種買賣方弍, 等
等. 其實以上 的每一個單獨的題目, 都是一門學門. 我們的目的是 “蜻蜓點水” 式的把它
的基本遊戲規則,利敞関係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 “玩得開心”.

嘉賓主持：董鐵柱
時間： 11/29（星期二）12:30 pm
地點：長樂社Upper County Community Center

8201 Emory Grove Rd. Gaithersburg MD 20877

話題 74 談股論金話投資
趣味俱樂部 活動資訊

1124B02 華府僑社

舊金山11月24日電 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是
美國傳統的感恩節，除了火鷄大餐和南瓜派，購
物已成為節日必不可少的項目。統計數據顯示，
與去年相比，今年感恩節第一天美國民眾網上消
費額已超過去年同期16%，達到創紀錄的20億美
元。

感恩節後的黑色星期五尚未開始，消費者已
經迫不及待搶購心儀商品。 《財富》雜誌稱，感
恩節前一天，11 月 23 日，民眾
在網上消費了15.7億美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了19%。

據阿多比公司統計，越來越
多的美國民眾更喜歡用手機或平
板電腦來完成下單，感恩節當天
，估計有3.36億人用上述工具消
費，達到創紀錄的8.20億美元。

從蘋果手機或平板電腦上下
單的民眾平均消費144美元，其
他使用安卓作業系統手機消費的
民眾平均花費為119美元。

《財富》的統計數據顯示，
消費者最喜歡的獎品分別是蘋果
平板電腦，三星 4K 高清電視機
，索尼遊戲機PS4，樂高以及暢
銷的兒童玩具Shopkins。

感恩節大餐後，將有成千上
萬消費者冒著嚴寒晝夜排隊，等
候商店開門搶購大折扣商品。

《今日美國》報導，電器商店百思買，百貨
店梅西、塔吉特和沃爾瑪，兒童玩具店玩具反斗
城等都是消費者的最愛。

百思買的50寸東芝高清電視只需要199 美元
，一部戴爾手提電腦345美元。

沃爾瑪表示，為了黑色星期五，已儲備了150
萬部電視，近200萬台平板電腦和手提電腦，還有
300萬種遊戲。

民眾感恩節網購超去年再創紀錄

11 月 22 日電 據美媒報導
，美國德克薩斯、密蘇里與佛
羅里達州日前接連發生四起執
法人員遇襲事件。襲擊導致一
名警察身亡，三名警察受傷，
另有一名嫌疑人被擊斃。

在20日發生的第一起襲警
事件中，德州聖安東尼奧一名
現年50歲、擁有20年警齡的探
員本傑明•馬可尼在坐在巡邏

車裡開交通罰單時被襲擊者開
槍打死。當時馬可尼就在市警
察局總部外。

聖安東尼奧警局局長威廉
•麥克馬納斯在21日的新聞發
布會上透露，襲擊者當時將車
停在遇襲警官的巡邏車後，走
上前向這名警官的頭部開了兩
槍。襲擊者之後駕車逃逸。

當天，密蘇里州聖路易斯

一名46歲的警官被一名襲擊者
擊中面部。襲擊者在一個十字
路口將車停靠在被襲警官的巡
邏車旁，在向被襲警官開槍後
逃離。聖路易斯警局局長薩姆
•多特森表示，這名受傷警官
在中槍後仍有意識並且仍可以
講話。

當地警方表示，警方隨後
鎖定了襲擊嫌疑人的車輛，嫌

疑人在與警方的槍戰
中被擊斃。

第三起襲警事件
當天發生在佛羅里達
州墨西哥灣地區的薩
尼貝爾島。據當地媒
體報導，遇襲警察未
受重傷。嫌疑人隨後
在其家中被逮捕。

第四起襲擊事件發生在密

蘇里州的堪薩斯城。當地警方
透露，一名警官在試圖控制一
名持槍嫌疑人時中槍受傷。

今年已經有57名美國執法
人員被殺，比 2015 年增長了
68%。

美國三州一天內四名警察接連遇襲 致1人死3人傷
美國德州一家餐廳的服務生在與客人聊天時，提到已經兩年沒有

回 「北愛爾蘭」看家人之後，竟然獲得客人慷慨給與小費750美元。
22歲的服務生 「米拉爾」上週六在服務客人用餐時，與客人 「傑

佛瑞」聊天聊到 「愛爾蘭」， 「傑佛瑞」說他經常去愛爾蘭；而 「米
拉爾」說，他也很想回去，看看兩年多不見的家人。整個晚上， 「米
拉爾」一直忙著服務上餐，直到 「傑佛瑞」用完餐離開， 「米拉爾」
收拾桌子時，才看到留在桌上的小費，並說明，希望這些錢能讓你回
愛爾蘭渡假。

「米拉爾」看到時當場愣住，他說，他從未收到過這麼豐厚的小
費。他表示，目前他的女友懷孕，等女友生產後，他會攜帶全家返回
北愛爾蘭看看親友。他說，這筆錢對他意義重大，他很感謝。

德州餐廳一服務生
獲750美元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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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線路一
最美江南水鄉精品 7 天游
包休斯頓 - 上海國際機票
包旅遊團費
最多可在國內停留 180 天
可由上海 / 北京 / 廣州 / 昆明 / 成

都 / 桂林返回休斯頓
$99 線路二
最美江南水鄉精品 7 天游 + 九

寨溝成都峨眉山樂山 8 天游
包休斯頓 - 上海 / 上海 - 成都 /

成都 - 休斯頓機票
包旅遊團費
最多可在國內停留 180 天

台灣攤位工作人員向外國友人介紹台灣景點及特色。
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公衛學院台灣同學會會長周盈君 ( 左二 )；副會長
林芳瑜 ( 右二 ) 與同學會幹部及同學於台灣攤位前合影。

德 州 大 學 休 士 頓 醫 學 中 心 公 衛 學 院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TSPH) 於 每 年 秋 冬 之 際 舉 辦 校 園 國 際 日 活 動
(Diversity Fair)，此活動為該校向美國當地社區展現其學生背
景文化多樣性及包容性的年度重點活動之一。

今 (2016) 年的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國際日活動於 11

月 12 日星期六在該校的活動中心 (Cooley Center) 舉辦，當
日吸引大約 400 名師生及其家人、朋友等共襄盛舉。今年有
將近二十個國家及學生社團於活動中擺設攤位。各國學生透
過文化展示、傳統技藝及歌舞表演等形式，向不同族裔的師
生展現自己國家的美食、文化及傳統節慶、習俗特色等。

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的協助、支持與
鼓勵下，台灣攤位連續多年奪得該校國際日人氣攤位票選第
一名。負責擺設該校國際日台灣攤位的台灣同學會，今 (2016)
年再度出動，介紹台灣的多樣化風情。工作小組於活動當日
展出各式與台灣相關的主題看板，包含：台灣風土民情、民
間禁忌、風景名勝、傳統小吃以及夜市文化等，內容豐富精
彩。除了向參觀的師生與民眾介紹台灣文化外，為拉近與參
觀者間的距離，同時增加互動機會，台灣留學生透過擲聖筊
遊戲，講解台灣傳統宗教習俗。

參觀台灣攤位的人，除可學習擲筊過程，親身體驗台灣
宗教習俗儀式外，同時透過遊戲活動，品嚐風靡全世界的台
灣好滋味 -- 珍珠奶茶及鳳梨酥。活動當天，無論年齡、性
別或文化背景，來到台灣攤位者，皆表示對台灣有了更進一
步的認識。負責擺設台灣攤位的留學生，也都很興奮能有機
會透過校園國際日活動，扮演學生大使角色，向同學、朋友、
老師及美國當地社區居民介紹自己的國家，進而吸引更多人
赴台旅遊，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

德州大學國際日　師生體驗台灣好滋味

$99 線路三
最美江南水鄉精品 7 天游 + 七彩

雲南昆明大理麗江 7 天游
包休斯頓 - 上海 / 上海 - 昆明 / 昆

明 - 休斯頓機票
包旅遊團費
最多可在國內停留 180 天
$99 線路四
最美江南水鄉精品 7 天游 + 北京

天津承德 8 天游
包休斯頓 - 上海 / 上海 - 北京 / 北

京 - 休斯頓機票
包旅遊團費
 最多可在國內停留 180 天
$99 線路五
最美江南水鄉精品 7 天游 + 北京

天津承德 5 天游
包休斯頓 - 上海 / 上海 - 北京 / 北

京 - 休斯頓機票
包旅遊團費
最多可在國內停留 180 天

休斯敦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
黑色星期五大特價

「全旅假期」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 所在大樓位於美南銀行後面）
電話：713-568-8889， 微信：china tours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於11月23日上午11
時至下午1時,在9720 Town Park Drive #104,Houston,TX.77036該
校舉行 「慶祝感恩節謝師百樂餐 」活動,由游雲真老師主持.老師,
學員們表演拿手才藝，新學員們分享在學校經歷、感想、心路歷
程,使活動現場溫馨感人。

活動當天，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充滿歡聲笑語， 「感恩節」
傳統火雞肉,炒米粉,年糕等在內的美食提供大家享用，林梓秧老
師拉小提琴,崔以新學員表歌唱節目[當我們小時候]、[牽我的手],
簡淑津,劉珠卿,李小姐,鄭慧如等學員們分享在校內學習的經歷。
橋牌課 林梓秧老師以拉小提琴猜歌名的方式與大家進行互動，
猜中歌名者可以獲得糖果獎勵。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致詞，非常感謝大家能齊
聚一堂慶祝感恩節。陳美芬還感謝學校老師的辛勤付出。她說，
學校 「活到老，學到老」的理念靠每位老師貫徹執行，就是在該
理念的指導下，大家的生活更加精采，因此要感謝老師。親愛的
各位,全體家人,今年很多活動,我再一次感謝上帝,祝福大家健康.
需要時,謝謝大家給我很大支持與鼓勵,祝大家過愉快感恩節。
許勝弘院長主講【感恩的心】

影片[阿信]的片尾曲由鳳飛飛主唱的 「感恩的心」，其中有
一句話:感恩的心，感謝有你，伴我一生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謝命運，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它道盡啦我們
松年學院走過多少艱辛的歲月，我真的要感謝我們每一位老師您
們無私的付出，我們每一位學員肯退而不休的時光中自我學習成
長 「活到老學到老」使生命充滿豐盛真實。還有最要緊的是每一
位董事及義工們無私的支持付出，才能使學院持續地為社區長輩
來服務，身為院長受到這些感動來服務我們的社稷更是義不容辭
。

許勝弘院提到, 每逢11月第四個星期四，美國人民便迎來
了自己最重要的傳統民俗節日──感恩節。這個節日始于1621

年。那年秋天，遠涉重洋來到美洲的英國移民，為了
感謝上帝賜予的豐收，舉行了3天的狂歡活動。從此
，這一習俗就沿續下來，並逐漸風行各地。1863年，
美國總統林肯正式宣佈感恩節為國定假日。屆時，家
家團聚，舉國同慶，其盛大、熱烈的情形，不亞于中
國人過春節。每逢感恩節，美國人家家戶戶都要吃火
雞。火雞都已經成為感恩節的象征了。另外他們通常
還吃一些傳統的菜餚，例如西葫蘆、奶油洋蔥、馬鈴
薯泥、南瓜派等等。紐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活動，那
就是Macy梅西百貨公司每年感恩節都要舉行節日遊
行。

今天，在美國人心目中，感恩節是要重要的節日
。首先，它是一個長達4天的假日，足以使人們盡情
狂歡、慶祝。其次，它也是傳統的家庭團聚的日子，
這已經成了全國性的習俗。在節日的餐桌上，上至總
統，下至庶民，火雞和南瓜餅都是必備的。這兩味
“珍品”體現了美國人民憶及先民開拓艱難、追思第
一個感恩節的懷念；因此，感恩節也被稱為“火雞節
”。儘管感恩節是閤家團圓的日子，每年節日期間每年節日期間
，仍然有成千上萬人抽出余暇，前往普利茅斯港參觀、遊覽，重
溫美國的歷史。

每年學院在感恩節時，我們也面懷學院創立的艱辛，有您們
無私愛的支持使學院能繼續地成長，我希望大家有一顆 「感恩的
心」來感謝上主，要常常喜樂有松年真好。並且要多多鼓勵讚美
這些支持者並多方祈求上主使我們繼續奉獻我們的才能，時間，
金錢等來實現我們 「感恩的心」，使這感恩節過得更有意義。

許勝弘院長祝願11月壽星們如鷹展翅飛翔、走不厭、行不
倦、永保健康平安。人生道路幸福快樂蒙上主祝福。祝生日快樂
.11/15樓乃基。11/18何益民副院長。11/19王降雪。11/20黃藤

吉，王黃碧 白。11/24 王俐娜老師。 11/25 劉珠卿 。
11/26潘惠美。11/28陳美珍。11/30陶韋美旭，周黃淑貞，

陳金菊等.
【課程指導老師】

氣道書法：王俐娜。台灣俗語故事：游雲真。 台美史地：
許勝弘，張文雄。插花：LaVerl Daily，陳由美，張淑貞。
繪畫：連淑琴，曹淑敏。電影欣賞: 劉佳音。太極拳：林勝

彥。橋牌課: 林梓秧。舞蹈：王麗純。瑜珈:徐梅姬。人生園地：
何益民，許勝弘，林得勝。電腦：林惟勝。 園藝：俞希彥，李
森發，李順連，合唱團指揮詹硯文，施彥伃。西班牙文：孟達
博 Montalvo 日文：張月眉，河村彩。英文馬淑芬。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溫馨舉行感恩節謝師百樂餐

休士頓台灣休士頓台灣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前排右一前排右一））,,院長許勝弘與老師們院長許勝弘與老師們
及學員們歡慶感恩節來臨及學員們歡慶感恩節來臨.(.(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過了感恩節，聖誕節就將
接踵而至了。stv15.3美南電視之粵語天地
，節目主持人黎瓊芳邀請了休斯頓黃河合
唱團的團長陳瑜，及藝術總監兼指揮莊莉
莉，為大家介紹迎接假日的一個好節目-
《濤聲二十年》音樂會。

黃河合唱團在休市享有盛名，兩位嘉
賓均為合唱團的主幹，在節目中把合唱團
的歷史、發展及日常的練習程序等為我們
娓娓道來。莉莉老師從1998年加入，曾任
團長、領唱、長期擔任伴奏，成功指揮了

多場主題音樂會，經常為本地各項社區活
動演出。

今年是合唱團的二十週年紀念，他們
將獻上20多首各種風格的中外經典名曲，
並邀請到達拉斯神州合唱團、休斯頓中華
合唱團、疊聲合唱團，聯手演唱 「O Holy
Night 」、 「Silent Night」和

「Hallelujah」，前面兩首歌曲是莊老
師精心為合唱團量身定做的，務求一曲終
了，余音繞樑。
音樂會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十二月十日星期日
下午七時
地 點 ： Christ Church 3300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 TX 77479
票價：每位US$10
訂 票 請 聯 絡 ： 裴 彩 雲 Claudia Pei

832-855 0182
殷暉 Hillary Yin 214-529 6709
此節目于11月27日星期日下午三時播

出，下週二上午十時重播。

STV15.30 粵語天地 - 休斯頓黃河合唱團 「濤聲二十年」



BB55休城工商

2016 冬季夢幻燈展 11 月 18 日開園！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本報訊）休斯敦 11 月 18 日迎來第二屆

全美最大規模的“冬季夢幻彩燈展”，來自中
國“南國燈城”四川自貢市的 100 余位彩燈藝
術家巧手制作的 100 余組造型各異、融合了東
方西方經典元素的燈組，將在感恩節、聖誕節
和新年三大節日期間為美國南部地區的民眾帶
來流光溢彩、耳目一新的視覺體驗，這也是中
國燈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成功典範。

由美國 People Generation 公司與四川品聚尚
領文化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聯合打造的 2016“冬
季夢幻彩燈展 (Magical Winter Lights)”將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 月 8 日在休斯敦海灣
灰狗公園舉行。

“去年第一次舉辦大型彩燈展，吸引觀眾
人數達到 20 萬之眾，無論美國主流、民眾，還
是在南部地區的華人華僑，都對來自中國的燈
文化、來自中國的雜技表演贊不絕口。對美國
本土觀眾而言，在家門口、在三大節日期間，
能欣賞到如此大型的、五彩斑斕的彩燈展，
就如同魔術一樣新奇和興奮。”主辦方 People 

Generation 公司總裁成於思表示，“因此，我們
有了巨大動力將彩燈展辦成落戶美國南部地區
的年度盛會，成為當地民眾全新的假日保留節
目。”

中國彩燈蜚聲海外，而享有“天下第一燈”
美譽的“自貢燈會”已在全世界近 40 個國家展
出，其精湛的制作工藝與獨特的創意造型獲得
海外觀眾的高度好評與贊賞。2015 年的休斯敦
“冬季夢幻彩燈展”是中國彩燈海外展出有史
以來規模最大、投資最多、創意最新但又最具
中國原汁原味彩燈特色的大型燈會。

據成於思介紹，本屆冬季夢幻彩燈展遷址
休斯敦海灣灰狗公園，從市中心駕車只需 35 分
鐘。主辦方也對布局和燈組進行了精心的設計
和調整，保證給遊客一種耳目一新的視覺體驗。
除了去年保留下來的北京天壇、京劇、自由女
神像、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倫敦塔橋、埃及
金字塔、莫斯科紅場等經典燈組，今年新增的
鯨魚通道燈組，遊客走過的地面會有互動投影
呈現海浪波紋；恐龍樂園為孩子們開設了體驗

館；環保主題區遊客可蹬車自己為燈組發電；
還有牡丹花、熱氣球、巨型聖誕樹等新造型。
此外，曾榮獲國際金獎的四川自貢雜技團將為
現場觀眾帶來多元文化演出，剪紙、中國書法、
燈籠 DIY、刻章、微刻等中國傳統文化體驗區
和嘉年華樂園等豐富內容，將給遊客帶來意想
不到的驚喜。

休斯敦市長特納上個月在新聞發布會上宣
布，“冬季夢幻彩燈展”作為第一個華人團體
代表成為第 67 屆休斯敦感恩節大遊行和第 97
屆休斯敦市長聖誕樹點燈儀式活動新的贊助商，
彩燈展還將帶著今年全新設計的、運用了冬季
夢幻彩燈展世界主題的花車參加感恩節大遊行，
代表了休斯敦的特色和多元文化。

Migic winter Lights Show 冬 季 夢 幻 燈 展 成
人 票 價 20 元， 兒 童（4-12 歲 ） 票 價 13 元，
4 歲以下小童免費，家庭套票（2 個大人，2 個
小 孩 ）74 元。 觀 眾 可 以 登 錄 官 網 http://www.
magicalwinterlights.com 買 票， 或 直 接 去 Gulf 
Greyhound Park 燈展現場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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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此節慶期間母忘餽贈 K-BEAUTY
精美禮品

請向向您的親友推介韓國護膚的秘密武器
正當素顏化妝席卷全國頭條新

聞之際，護膚亦無可避免成為話題
之一。達致天然亮麗膚質的秘密武
器之一就是韓國護膚 － 一種融匯
每天養生法及採用特殊護膚產品的
整體理念。ARITAUM 是一間將萬
千韓國美容 (K-beauty) 美容護膚產
品集於一身的全國性連鎖店，將韓
國美容的整體護膚理念秘密，融會
貫通於一系列完美節慶禮品套裝；
由其名下優質韓國護膚產品中例如
IOPE、LANEIGE 和 Sulwhasoo 等
等，精挑細選，將最豪華及銷售額
最高的護膚產品組合而成。請藉此
節慶季節，餽贈親友既健康又亮麗
的肌膚，以及更多免化妝的日子。

ARITAUM 節慶禮品套裝 :
Sulwhasoo – 來自亞洲智慧的

整體美容概念，建基於融匯韓國草
本 醫 藥 與 透 過 在 AMOREPACIFIC 
農場一絲不苟的生產過程種植的人
蔘的整體原理。 

Timetreasure
超 值 禮 品 套 裝 : 
其韓國紅松木配
方，深度保濕，

滲透粗糙、乾旱皮膚、並改善年齡
增長的痕跡，及時捕捉那永恆的美
貌。此禮品套裝包括 Timetreasure 
Perfecting Water 和 Perfecting 
Emuls ion 以 及 Timet reasure 
Perfecting Water / Emulsion / Serum / 
Eye Cream / Cream 等樣品。( 價值
$220)

E s s e n t i a l
超 值 禮 品 套
裝 : 藉 精 華 養
分 的 營 養， 修

復調和與平衡，令肌膚恢復最理
想 的 pH 酸 鹼 度 平 衡。 此 禮 品 套
裝 包 括 Essential Balancing Water 
和 Emulsion， 以 及 Balancing 
W a t e r  /  F i r s t  C a r e  A c t i v a t i n g 
Serum / Rejuvenating Eye Cream 
/ Concentrated Ginseng Renewing 
Cream 等樣品。( 價值 $121)

IOPE – 生物科學的領袖利用
生物科技和皮膚醫學
研究提供指標解決方
案。

Super Vital 特 別

禮品套裝 : 也名為終極抗衰老系
列；高度提供養分給予肌膚並促進
肌膚結實。此禮品套裝包括 Super 
Vital Essential Softener 和 Essential 
Emulsion，以及 Super Vital Essential 
Serum / Eye Cream / Cream 等樣品。 
( 價值 $125)

Moistgen Essential 
套 裝 : 提 供 全 面 性
保 濕 護 理 並 在 指 標

區 域 增 加 彈 性。 此 禮 品 套 裝 包
括 Moistgen Essential Softener 和 
Essential Emulsion， 以 及 Moistgen 
Essential  Sof tener /  Emulsion / 
Essential Cream 等樣品。 ( 價值 $68)

Men 特 別 套
裝 : 提 升 每 天 不 斷
改 變 的 肌 膚 情 況 以
創 造 精 神 飽 滿 的 肌
膚 和 改 善 年 齡 增 長

的痕跡。 此禮品套裝包括 Men Bio 
Intensive Essence 和 Skin Expert，
以 及 Men Bio Intensive Essence / 
Emulsion 等樣品。 ( 價值 $77)

Super 
Vital 
Cream 禮
品套裝 : 

乾性皮膚和抗衰老的完美組合；
IOPE 的節慶特別禮品套裝包括其
銷售額最高的 Super Vital Cream Bio 
Excellent Cream，以及 Super Vital 
Essential Softener / Emulsion / Serum 
/ Eye Cream / Cream 等樣品。 ( 價值
$100)

LANEIGE – 先進清水科學皮
膚護理，利用經過科學工程處理的
礦泉水為所有肌膚種類保濕、保護
和恢復生氣。 

New Basic Duo 
套裝 : 優化並淨化
肌膚，達致肌膚清
晰透明的效果，以

及利用礦泉水提供額外保濕功能。
此 禮 品 套 裝 包 括 Power Essential 
Skin Refiner Moisture 和 Balancing 
Emulsion， 以 及 Water Bank Serum 

/ Moisture Cream / 
Multi Cleanser 等 樣
品。( 價值 $53) 

Perfect Renew 

Duo 特 別 套 裝 : 協 助 修 復 肌 膚 的
水分 - 油脂平衡，為外貌年輕的
肌膚提升潤膚屏障。此禮品套裝
包 括 Perfect Renew Skin Refiner 
和 Emulsion， 以 及 Perfect Renew 
Regenerator / Firming eye Cream / 
Cream 等樣品 ( 價值 $68)

Water Bank 
Moisture Cream 
套裝 : 促進肌膚
內的滋潤劑保持
肌膚整天濕潤。
此 禮 品 套 裝 包

括 Water Bank Moisture Cream 以 及
Essential Power Skin Refiner Moisture 
/ Emulsion Moisture / Water Bank Eye 
Gel 等樣品。( 價值 $32)

Lip 
Sleeping Mask: 
LANEIGE 的
節慶特別版就
是 Lip Sleeping 

Mask，去除死皮，令朱唇保持濕
潤、柔軟直到明天早上。

ARITAUM 在美國及加拿大各
地共有七十個零售點，提供北美最
大型的高檔韓國美容產品。欲知您
鄰近的 ARITAUM 零售店，請在此
按連線。

ARITAUM 簡介
ARITAUM 在 美 國 和 加 拿 大

共有七十個以上零售點，提供北
美 大 型， 最 精 挑 細 選 之 高 檔 韓
國 美 容 產 品 系 列。ARITAUM 是
南 韓 首 屈 一 指 護 膚 和 化 妝 企 業
AMOREPACIFIC 的 一 個 部 門，
ARITAUM 名 下 的 首 席 品 牌 包 括
IOPE、LANEIGE、Mamonde、
HANYUL 和 Sulwhasoo。ARITAUM
（音阿－日－她－舞）來自韓文
「美」和「地」。欲知您鄰近的
ARITAUM 零 售 店， 請 登 入 http://
us.aritaum.com　 或 在 Instagram 與 
Facebook　@US.ARITAUM　 及
Twitter @US_ARITAUM 跟隨我們的
資訊。

AmorePacific 簡介
超 過 七 十 年 來，AmorePacific

透過三十個橫跨美容、家居、和健

康產品品牌，為全球客戶提供一整系列的
美容和健康解決方案。鑑於全球對韓國美
容 (K-beauty) 產品的需求與日俱增，以南
韓為基地的 AmorePacific 2015 年營業額躍
升百分之二十一至四十五億美元，而 2016
年營業額更預期超過該數字。去年十二月

Forbes Asia 雜誌將 AmorePacific 的主席兼
行政總裁徐慶培 (Suh Kyung-Bae) 命名為
2015 年商介傑出人士 (2015 Businessman of 
the Year)。

長榮航空無限萬哩遊 / 星空聯盟會員優惠待遇
無限萬哩遊

長榮航空竭誠歡迎您加入成為「無限萬哩
遊」會員，「無限萬哩遊」提供您優質、貼心、
多元的各項訂位、機場、會員服務及酬賓獎項，
讓您更隨心所欲安排行程享有更順暢溫馨的旅
程，遨遊世界每個角落。帶著您的「無限萬哩
遊」會員卡，與我們一同悠遊萬里，看見不一
樣的世界，讓您的夢想無限延伸。

「無限萬哩遊」會員搭乘長榮航空 / 立榮航
空飛航之國際航線班機及星空聯盟航空公司班
機皆可累計飛行哩程，做為卡籍晉升及續卡依
據，當飛行哩程數或航段數達到特定標準即可
晉升成為銀卡、金卡或鑽石卡會員，搭乘長榮
航空 / 立榮航空及各星空聯盟航空班機時，依卡
籍將為您帶來不同的訂位、劃位、機場貴賓室、
優先登機及額外行李等優惠。

除累計搭機哩程數，亦有多元化合作夥伴
提供您哩程累計，如：旅館、租車、網路訂房
及信用卡消費等，將快速累計哩程達到兌換酬
賓獎項標準 ; 累計之哩程可兌換長榮航空、立榮

航空及星空聯盟航空班機之酬賓機票、艙位升
等及各種酬賓獎項等。

星空聯盟
星空聯盟創立於 1997 年，是第一家全球性

航空聯盟，有 28 家成員公司，每日提供超過
18,500 個班次、飛往 192 個國家、1,330 個目的
地，航點及成員航空公司數量均領先其他聯盟，
星空聯盟網路擁有全球最受尊崇的成員航空公

司，網路較同業更發達，能夠提供更便捷的旅
行和更迅速的中轉，為您提供便利、舒適和高
效的全球飛行體驗，為您帶來更順暢的旅行體
驗及各項優惠及服務。

星空聯盟航空夥伴 :
您可以在 星空聯盟網站看到更多星空聯盟

相關訊息 www.evaair.com
長榮航空加入星空聯盟後為「無限萬哩遊」

會員帶來更多好處和優惠
鑽石卡、金卡、銀卡會員身份加值「無限

萬哩遊」會員搭乘星空聯盟航班時，鑽石卡、
金卡會員等同於星空聯盟金卡會員，銀卡會員
等同於星空聯盟銀卡會員，搭乘星空聯盟航空
航班即可依對應的星盟識別卡籍享有訂位及機
場相關優惠待遇。更多會員優惠待遇頁面輕鬆
快速累計飛行哩程無論搭乘哪一家星空聯盟成
員公司之航班，哩程皆可累計在您的「無限萬
哩遊」帳戶中，作為晉升卡籍或續卡依據及用
於兌換各項酬賓獎勵，讓您更快達到卡籍晉升
及酬賓兌換早日實現。我想知道更多…用哩程

兌換酬賓機票，您可以有更多選擇您可使
用哩程兌換星空聯盟航班，前往全世界上
千個地方。無論選擇星空聯盟哪一家航空
公司，所需扣除哩程數皆依區域劃分。我
想知道更多…輕鬆兌換星盟航班艙位升等
您可以在「無限萬哩遊」網站上直接用哩
程兌換星空聯盟營運航點之艙位升等，升
等後您可以享有該艙等各項服務及額外超
重行李優惠，讓您旅途更為輕鬆自在，所
需抵扣哩程數依據起程地及目的地區域計
算進行扣抵。

平價醫療法案何去何從 ?

擇高者罰 

周三，在唐納川普贏得 2016 總統大選的隔天，有超過 十萬名美國人透過平價交
易法案底下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購買 了健康保險，是今年購買保險人數最多的一天。     
關於這一個現象，我們可以明白，儘管有這麼多的人 ( 包括總 統當選人 ) 批評或反對
這一政策，但事實上有數以萬計的民眾是 需要這一個保險保障的。     儘管是強勢的健
康產業，在它們投資了幾百萬的資金因應平 價醫療法案的實施之後，現在都感到茫然，
廢除平價醫療法案 代表了醫療保險公司將損失數以萬計的顧客，而醫院將再度面 對沒
有保險的民眾塞滿急診室只因為它們沒有可以使用的醫療 保險。     

各大企業負責人表示他們的當務之急將是說服川普以及新的 國會，無論對於新法
案的各種實施及修改，首要之務將是讓民 眾仍然繼續保留他們的醫療保險。     

然而最重要的問題在於，直到現在，各大保險公司仍然未曾 收到任何新政府對於
平價醫療法案的任何計畫，Aetna 保險公 司的執行長 Mark Bertolini 表示：我們沒有任
何接觸到新政府 的辦法。     然而這影響是非常事關重大的，倘若廢除平價醫療法案，
有 超過兩千兩百萬的美國人將會失去他們的保險計畫，超過一千 萬人將會失去他們的
州立保險計畫，更有許多最新申請到 Medicaid 的民眾會再度失去它們 Medicaid 的保險
資格。     我們非常關注於民眾對於這一切未知的恐慌，Kaiser 集團 ( 同 時也有自己的
醫院體系、醫師及保險計畫 ) 的執行長 Bernard J Tyson1 表示它們已經接到許多民眾擔
心可能失去保險的來電。 但不管是聯邦政府的官員或是保險公司人員都表示，民眾不
該對於現階段開放申請期限的保險申請感到遲疑。 備註：關於平價醫療法案是否修正，
身為 CMS 保險導航員計 畫之一的組織，光鹽社將第一時間為您提供最新的資訊，以
下 為目前光鹽社所得到的最新官方訊息： 關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2016 年的總統選
舉結果並不影響您 2017 年的健康保險申請資 格，可選擇的計畫，以及您所符合的稅
務補貼及成本分攤補 助。如果您在 2016 年的 12 月 15 日之前完成申請，您的保 險計
畫將在 2017 年的 1 月 1 日生效，2017 的健康保險申請 期限到 1 月 31 日截止。 對於
所有保險交易市場的保戶： 2016 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並不會影響或終止您的 2016 健康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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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新舊任會長交接儀式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美南國建會歷任會長，新任會長及來賓合影。

美南國建會會長林欣慧（ 中立者） 在儀式上致詞。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右 ） 頒發褒揚狀
給會長林欣慧（ 中），（ 左）為僑教中心副主任
李美姿。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右） 頒發賀狀給
新任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中 ），（ 左） 為僑教
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美南國建會」 新舊任
會長交接儀式，於上周六
中午在 Silver Palace Buffet 
舉行，由會長林欣慧（ 左
二），將會長重任交給新
任會長顧寶鼎（ 右二 ), 而
由「 台北經文處」 黃敏
境處長（ 右一），僑教中
心副主任李美姿（ 左一） 
監交。

「 台北經文處」 科技組組長游慧光在
儀式上致詞。

美南國建會新任會長顧寶鼎致詞。 新任會長顧寶鼎（ 右 ）贈送紀念品給會長林欣慧（ 左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陳亳雁、朱青青李、孫明美展示董培紅書法

摩根士丹利理財專家李孫明美副總裁邀請客戶們
參觀台北故宮精品 休士頓美術館展出

摩根士丹利理財專家李孫明美副總裁特邀董培紅以書法
傳播中華文化

朱青青與中外人士欣賞清乾隆朝、小櫃多寶
格、四十四件文玩

丹娜、李孫明美、李摯以董培紅書法娛佳賓

李捷、李摯、李孫明美與董培紅書法互動 甘文欣收藏董培紅書法保存中華文化 11 月 10 日嘉賓們在休士頓美術館觀賞台北故宮精品

Morgan Stanley 邀請客戶們參觀
台北故宮精品 休士頓美術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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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Wed44YouYou為您籌謀一切為您籌謀一切

未知你在準備婚禮時未知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1::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又不想馬虎了事
33:: 想法太多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4:: 希望家長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客戶，
由於種種原因，在美國留下了
犯罪記錄，困惑於自己是否還
能申請入籍。我們在以前的入
籍專欄中介紹過，入籍申請人
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

就入籍而言，需要具備
“良好的道德品格”的時間範
圍通常是指普通入籍申請人在
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五年，公民
的配偶在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三
年，服兵役的申請人在入籍申
請遞交前的一年內具備良好的
道德品格才有資格提出申請。
有的時候，五年之外的行為也
會在考量之中。

從刑事法律的角度看，不
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的人
通常包括：
1．提供虛假證詞者。
2．習慣性的酗酒者。
3．被判決入獄六個月以上的刑
事犯罪人。實際服刑時間不予
考慮。
4．被判移民法所定義的“重罪
”的人。
輕微犯罪，青少年犯罪及政治
犯罪者仍可以通過入籍申請。

其它未觸犯刑事法律，但不具
備“良好的道德品格”的情形
包括：
1．拖欠小孩撫養費。
2．惡意逃稅。
3．未進行服役登記（selective
service）。美國移民法規定，
年齡在18歲至26歲之間的男性
美國綠卡持有者，有義務向美
國兵役註冊機構(Selective Ser-
vice) 註冊。註冊並不意味著就
立刻要服兵役。只有在美國出
現徵兵的情形下，才需要服役
。如果是 2000 年以後申請的
I-485 或在海外使領館取得移
民簽證的人士，移民局在綠卡
批准後將自動為申請人進行兵
役註冊. 註冊記錄將通過郵寄
的方式送到郵寄綠卡的地址。
在申請入籍的時候年齡在18歲
至26歲之間的男性必須提供兵
役註冊紀錄。
4．謊稱自己的公民身份，不具
備投票資格進行投票者。但有
如下例外：父母親中有一人是
公民，16歲之前就來美國定居
者，合理誤認為自己已經是公
民者。

所以在美國有犯罪記錄，

並不一定就不能申請入籍。要
拿到法院的詳細結案報告和警
察局的詳細逮捕紀錄，由專業
律師分析評估是否可以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將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
申請費。聯邦公告10月24日公
佈，將於12月23日正式調漲移
民申請費用。綠卡延期的申請
費（I-90）將從$365 漲到$455
，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將從現在
$325 漲 到 $460。 親 屬 移 民
(I-130)申請費將從$420 調到
$535。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
美證（I-131）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申請$575。職業(勞
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將從
$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
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
請費將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
$1140(不包括指紋費)。拿到婚
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
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
不包括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
從每份申請$380 漲到$410。指
紋費$85 不變。公民入籍的申
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包括

指 紋 費)。 投 資 移 民 申 請 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投
資移民臨時綠卡轉成正式綠卡
，I-829申請費$3750不變。投
資移民區域中心 I-924 申請費
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
局還提出一項新的收費，將
I-924A的投資移民區域中心年
度登記費設為$3035。移民申請
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2010年11
月。
2. 移民局於2016年4月份前五
個工作日內共收到236,000份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選出了
65,000 個常規申請和 20,000 個
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移民局將從
2017 年 4 月 1 日 起 接 受 新 的
H-1B工作簽證申請。
3. 美國最高法院6月23日作出
判決，奧巴馬總統通過行政法
案推行移民改革的方案因為 4
票對 4 票的平票結果，未能得
以通過。奧巴馬總統於2014年
11月20日晚發表講話，正式宣
布通過行政命令展開移民改革
，使超過 500 萬非法移民受益
。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條：
第一、加強邊境管理，打擊非

法入境，加速遣返有犯罪記錄
的非法移民。 2、加快和簡化
高科技人士和企業家的移民程
序。 3、解決當前非法移民的
問題。並承諾在短期內，將會
推出兩個延遲遞解出境計劃
。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
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
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
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
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
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
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
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
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
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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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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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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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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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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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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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壹列火車在該國北部發

生脫軌，目前已造成100余人死

亡，另有100多人受傷。出事列

車有14個車廂出軌翻側，部分車

廂被撞至扭曲變形，多名乘客被

困車廂內，雜物散落壹地。火車

出軌原因暫時未明，消息人士估

計可能是路軌斷裂，釀成意外。

尼泊爾博達哈大佛塔舉行開光典禮法會

尼泊爾博達哈大佛塔舉行隆重的開光典禮法會。藏傳佛教各教派、漢傳佛教及尼泊爾本地宗教派員參與。

尼泊爾博達哈大佛塔系全世界最大的藏傳佛教覆缽式白塔，具有1600多年歷史。2015年的大地震導致大佛塔

的主體建築頂部開裂，副塔

坍塌。經過壹年多的時間，

該佛塔基本修繕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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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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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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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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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捐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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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摩蘇爾郊區，因摩蘇

爾戰事無家可歸的民眾等待領取
伊拉克政府機構捐助的食物。

多倫多發生反特朗普示威多倫多發生反特朗普示威
多倫多市中心發生反特

朗普示威活動。此次活動從

推特上發起，現場目測有超

過百人參加。示威人群集中

在多倫多市中心的特朗普大

廈前，示威者手舉標語口喊

口號，反對特朗普，反對種

族主義。圖為示威現場。

印度現大額盧比巨型復制品印度現大額盧比巨型復制品
民眾行走民眾行走““鈔票鈔票””之中之中

印度孟買，在壹個街頭
藝術展上，展示著被廢棄使
用的500盧比和1000盧比的巨
型復制品。印度總理莫迪日
前宣布廢除500和1000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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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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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出口連續21個月衰退
政局不穩經濟雪上加霜

綜合報導 日前，估計人數超過100

萬的韓國民眾在距離青瓦臺壹公裏多的

首爾光化門廣場舉行示威遊行，要求韓

國總統樸槿惠下臺。

與此同時，昔日光鮮亮麗的韓國經

濟此時正蒙上壹層陰影，作為曾經的亞

洲四小龍之壹，曾經的“漢江奇跡”讓

世界驚嘆，而現在韓國的經濟危機同樣

被世人矚目。

出口是拉動韓國的主要動力，占韓

國整體經濟產值五成。韓國關稅廳最新

的數據顯示，2016年10月，韓國出口額

減少3.2%，連續21個月衰退，全部13項

主要工業出口全部下降。

“經濟面臨比較大的壓力，政治上

如果穩定可能還有利於走出這種困境。

”商務部研究院原院長霍建國對《華夏

時報（公眾號：chinatimes）》記者表示

，韓國恐怕要等到政治危機之後，才能

重新明確經濟政策，挽救經濟。

支柱產業接連告急
最近國內各大機場都在醒目位置標

出關於“攜帶三星Galaxy Note7手機乘

機”的通知，而在更早之前，國際上壹

些航空公司也已經禁止旅客攜帶Note7乘

機。此前因為Note7的爆炸讓三星集團陷

入困境，也“炸”傷了韓國經濟。

從短期來看，三星集團不僅股票被

恐慌性拋售，更是因為全球停售、停產

損失超過170億美元。據福布斯統計，

2015 年三星集團的銷售總額足占韓國

GDP（國內生產總值）的22%，過度依

賴三星集團的韓國經濟可能會被Note7

“炸”出“內傷”。

如果僅僅是三星集團壹家公司遇到

了困難，那麽韓國經濟可能還不至於遭

受如此重創，但是，壞消息總是接踵而

來。

全球第七大海運集團韓進的破產顯

示出韓國造船業也遇到了困境，而韓國

造船業向來被視為國家經濟增長、提供

就業機會的引擎。

今年上半年韓國船企接獲的訂單累

計為80萬修正總噸，和去年同期相比大

幅減少近九成，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

不但沒有好轉，手持訂單還持續滑落至

13年來新低，狀況非常慘淡。根據克拉

克森最新數據，10月份，韓國造船業僅

接獲10艘新船

訂單，總計29

萬修正總噸。

11月14日

，韓造船業界

發布的數據顯

示，受造船企

業結構調整影

響，三季度韓

國三大造船企

業有近3000名正式員工離職，以現代重

工的人員流失最為明顯。而據韓國三大

造船企業之壹大宇造船海洋近日發布

1-10月接單業績，承接船舶訂單10艘、

12.9億美元，接單金額同比下降70.5%，

僅完成年初接單計劃的11.9%。

而韓國另壹個支柱產業情況也不太

好，韓國貿易、工業和能源部部長公布

的數據顯示，10月份的汽車出口量為

216931輛，相較於去年同期減少了13.1

個百分點，這已經是韓國汽車出口連續

第12個月下滑了。

“結構上韓國過度依賴出口，而在

周期上，全球大周期對它又產生影響。

”霍建國表示，目前全世界所有依賴出

口的國家都受到了挑戰，而韓國本土的

政策卻壹直不明朗。

政局動蕩
相比韓國經濟，最近更受關註的是

樸槿惠親信幹政事件的進展，愈演愈烈

的政治危機也讓韓國的經濟雪上加霜。

11月7日，樸槿惠為應對信任危機

而新任命的韓國經濟副總理提名人任鐘

龍在緊急市場狀況檢查會議上表示，韓

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目前陷入了非常危險

的境地，非常狀況室已於當日啟動，韓

國進入非常應對狀態。

樸槿惠也曾經為韓國經濟註入動力

，但是目前，深陷危機的她已經無暇顧

及經濟改革。

在過去3年多的時間裏，樸槿惠充

當了韓國經濟改革者的角色，提出了壹

系列經濟結構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扶持

相對弱勢的服務業《13大未來增長動力

產業發展計劃》，並提出針對勞動、公

共、教育、金融部門“四大改革”等具

體改革方案。

樸槿惠上臺之後這些措施效果也頗

為顯著。以吸引投資為例，韓國政府公

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韓國獲得外商直

接投資（FDI）計劃規模為209億美元，

創新高，同比增長超過10%；實際到位

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151.9億美元，同

比增長28.6%。

“現階段樸槿惠推行的創造經濟、

經濟改革3年規劃等，很明顯已經無法

正常執行了。許多民眾已不信任樸槿惠

和她的政策，而企業也會更多地‘看眼

色’。”韓國建國大學教授崔根培在接

受采訪時表示。在他看來，要對危機進

行有效管理，首先需要恢復民眾對政府

和經濟決策者的信賴，並能連貫性地推

行多項改革措施。

霍建國也表示，韓國政府處於癱瘓

狀態，短期內不可能再出臺什麽新的政

策了。但是中央黨校戰略研究所教授、

朝鮮半島事務專家張璉瑰則對《華夏時

報（公眾號：chinatimes）》記者表示，

韓國的政治亂局對經濟不會有太大的影

響，韓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起到的作用

不是很大，國際性的大財團都有自己的

壹套運作方式，韓國政府制定的壹些政

策對他們的影響並不是很大。

對於韓國來說，國際上的另壹件大

事也將對其經濟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最近，韓國財長柳壹鎬在政府會議

上表示，由於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美國

大選後的貿易保護主義、美聯儲加息可

能性相關的不確定性，或對韓國經濟產

生不利影響。

在韓國國內，關於特朗普當選美國

總統後，韓美自貿協定等主要貿易協定

前途未蔔的說法甚囂塵上。韓國學者認

為，未來美國內要求修改韓美FTA的可

能性較高，美國或將通過提高關稅水平

、加大幹預韓國匯率政策等方式對韓國

海外貿易全面施壓。

過去幾十年，韓國的經濟其實高度

依賴於對外貿易。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計算，2014 年韓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

77.81%，即便是2015年仍然接近70%。

而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外貿國家，中國

和美國2015年只有36.37%和27.98%。

更有意思的是，韓國此前剛剛宣布

將正式加入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但是美國大選卻由揚言將“撕毀”該

協定的特朗普獲勝，TPP也步入了前途

未蔔的境地，韓國經濟的另壹條路似乎

也被堵死。“即使韓國真的加入TPP，

未來可能對經濟有多大幫助也是壹個未

知數。”霍建國表示，目前只能等待政

局穩定。

歐盟終止對華“替代國”做法的“小算盤”和大前景
歐盟議會全會於當地時間21日至24日在法國

斯特拉斯堡舉行，圍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

定書》第15條的討論，料將成為議題之壹。

根據上述議定書第15條規定，世貿組織成員應

於今年12月11日，終止在對中國出口產品反傾銷

調查中使用“替代國”價格的做法。不過，在歐盟

委員會日前向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提交的修改反傾銷

法律制度提案中，盡管提出了取消“非市場經濟國

家”名單，但卻主張用“市場扭曲”的概念和標準

替代“非市場經濟”。

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直言，歐

委會上述做法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替代國”做法

，“只是在變相延續原有做法而已，也與世貿組織

規則不符”。

根據相關承諾，中國“入世”15年來持續推動

各領域對外開放，加速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投資便利

化。世貿組織副總幹事戴維· 夏克評價說，中國不

僅顯著提高了本國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實現自

身脫貧，同時影響了世界很多區域的經濟發展。

“中國過去15年來已經履行了世貿組織的義務

，世貿組織其他成員方也應如此。”中國商務部國

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姚鈴接受中新社記

者采訪時強調，議定書明文規定了反傾銷“替代國

”做法的終止日期，因此從法律文件文本上來說，

相關方面不按議定書行事便沒有履行其應盡的義務

。不過，對於該條款的執行，歐盟有自己的“小算

盤”。有歐洲議員認為，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

使更多中國商品進入歐盟市場，威脅歐盟企業生存

、影響歐盟就業。

在姚鈴看來，市場經濟地位是各國根據自身經

濟發展狀況決定的，並非由他國認定，亦不存在國

際通行標準。此外，產能問題系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各國采取刺激性政策造成的國際普遍現象，應通過

協商解決，無需將其與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及議定書

相關內容掛鉤。

多年來，為維護自身既得利益，歐美國家頻繁

針對中國鋼鐵等行業發起反傾銷案。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分析稱，這和當前國際

經濟形勢不景氣、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和逆全球化有

關。

然而需要看到，作為世界兩大重要經濟體，中

國與歐盟經濟高度互補、互惠，唯有合作才能令雙

方互利共贏。截至2015年，歐盟已連續11年成為

中國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則連續12年位居歐盟第二

大貿易夥伴。歐委會研究報告顯示，僅2011年，對

華出口就為歐盟創造了約300萬個就業崗位。

根據各自發展戰略，中國計劃到2020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歐盟則加緊實施其“歐洲2020戰略”

。盡管雙方規劃和改革方向不盡相同，但在貿易、

金融、產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均不乏廣闊

合作前景。不難看出，中歐已成為利益共同體。

在此情況下，姚鈴認為，歐盟如期履行議定書

第15條義務，以事實行動維護自身在世貿組織中自

由貿易倡導者和領袖的地位，對於中歐雙方將是雙

贏選擇。

“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經濟體，中國則是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姚鈴指出，隨著去全球化和

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雙方開誠布公地合作，維

護世貿組織多邊貿易的自由度和自由競爭，將有助

於推動中歐乃至全球貿易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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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ll the things Jack Ma thought he’d confront in 
2017, a Donald Trump presidency wasn’t among them.
Much has been made of risks emanating from Trump’s 
anti-China worldview. It’s a particular concern 
for investors in Alibaba (BABA), the e-commerce 
juggernaut aiming to generate 50% of its revenue 
outside China. While Trump’s shocking win is 
slamming technology shares from the U.S. to China, 
the colossus Ma created is uniquely in harm’s way. 
Its scale, level of mainland penetration and global 
ambitions put Alibaba on the frontline of Trump’s 
whims. That makes Alibaba a singularly telling 
indicator of both Chinese growth shifts and Beijing-
Washington relations.
First, the GDP angle. Arguably no Chinese name has 
more intimately tapped - and tied its fortunes to - the 
mainland’s nascent middle class. Alibaba’s grasp of 
the demographic that most excites Apple, Volkswagen 
and Uniqlo is firm and growing. On Nov. 11, China’s 
annual “Singles Day,” Alibaba raked in an astounding 
$18 billion in a 24-hour period. 
Amazon, who? Alibaba’s one-
stop shop for everything from 
retailing to finance to travel 
to auctioneering to payments 
arguably makes its quarterly 
reports more useful than Beijing’s 
offici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igures.
As of now, the signs are decent 
for Chinese GDP. Alibaba 
exceeded Wall Street expectations for top and bottom-
line growth in the most recent quarter, with revenue 
jumping 55% to roughly $5 billion from a year earlier. 
Yet there are hints Alibaba isn’t as immune to China’s 
downshift as many believe. The average value of 

goods across its platforms, for example, is plateauing. 
And finding growth through new customers is proving 
harder as 2015’s 6.9% GDP pace slows toward 6.5% 
(if not much lower).
The real chill in the air, though, is emanating from 
Trump Tower in New York, where President-elect 
Trump is figuring out which campaign promises to 
carry out. His charge that China is “killing us” on 
trade, threats of 45% tariffs and desire to brand Beijing 
a currency manipulator could slam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hort run. Longer term, his “America first” 
platform could morph Ma’s American dream into a 
nightmare.
Trump’s victory three days before Ma’s Singles Day 
milestone raises myriad questions - and more than 
a few imponderables. While mainland web giants 
Tencent Holdings and Baidu face their own Trump 
traumas, both are domestically focused. Alibaba’s 
businesses are far more tied to the U.S. Analysts’ don’t-
worry talking points - including how international 
sales are just 10% of revenues - gloss over how trade 
tensions would devastate Alibaba’s AliExpress site, 
where mainlanders sell to American households. The 
same goes for Tmall, where U.S. brands sell 
to Chinese ones.
“Longer term, Trump’s isolationist doctrine 
could imperil Alibaba’s plans to be the 
bridge between overseas retailers and China. 
Beijing, it stands to reason, would retaliate 
with levies of its own.”
And then there’s Alibaba’s variable-interest 
entity structure, a common one among U.S.-
listed Chinese tech companies. Trump has 
talked about tax holidays aimed at getting 

executives to repatriate 
oversees cash. 
Questions abound 
about what that means 
for shareholder return 
policies.
All this explains Ma 
lieutenant Joseph 
Tsai’s pleas to the 
Trump White Ho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define our 
century,” says the Alibaba vice chairman. 
“If you don’t have Chinese consumers being 
engaged and buying American products, and 
Chinese investors can’t invest in the U.S. 

Trump Victory Threatens Alibaba’s American Dream

rate of investment, and ballooning debt, among other 
challenges.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have also 
deteriorated. Once heralded for its peaceful rise, it has 
expande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restricting sea 
travel lanes and claiming a number of island chains — 
notably the Paracels and the Spratleys — also claimed 
b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China is building 
artificial islands on top of these disputed areas, turning 
them into de facto military bases. This has seriously 

angere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is a source of 
rising tensions, pushing former foes like Vietnam into 
America's arm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next U.S. president might 
actually have a real opportunity to keep China's powers 
in check. But Trump may only squander it.
The first problem is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American 
military in Asia, Trump's motto seems to be speak 
loudly and carry a small stick.
Perhaps most critically, he's also called on America's 
allies in Asia to pay for the presence of U.S. troops 
— basically likening an alliance to a protection racket. 
"How long will we go on defending South Korea from 
North Korea without payment?” he asked.
This could severely weaken America's position in the 
region and strengthen China's han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s adamant about the 
stationing of American troops, stating: "I cannot 
conceive of any situation with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hen the U.S. presence wouldn’t be necessary." 
There's a reason Japan pays nearly$2 billion a year to 
support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a fact that seems to 
be lost on Trump. "Trump's stance toward allies like 
Japan and South Korea would not simply wreck those 
alliances, but destabilize Northeast Asia's precarious 
balance," Van Jackson, a professor of security studies 
and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rites at The Diplomat.

China loomed large in Donald Trump’s presidential 
campaign. He accused the country of stealing 
American jobs and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for trade 
advantage. He famously tweeted that global warming 
was a concept created by the Chinese to “make U.S. 
manufacturing non-competitive.” At its core, Trump’s 
argument was that China had grown strong at the United 
States’ expense. And yet, Trump’s plan to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will 
strengthen China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If he is 
serious about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he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the geo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ceding global leadership on climate change to China.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seen historic progress on 
global effort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China (25 
perc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14 percent)—each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historic 
Paris Agreement. U.S.-China joint announcements on 
climate change in November 2014, September 2015, 
and March 2016 marked important milestones on 
the road to that global agreement. This cooperation 
was a stunning turnaround from the acrimonious 
relations surrounding the 2009 Copenhagen climate 
negotiations when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suggested 
that U.S. negotiator Todd Stern was “ignorant” and 
referred to the U.S. as “doing nothing” on climate 
change, like a “pig preening itself in a mirror.” In 
Paris last year, observers saw China as playing a more 
constructive role. And at home, China has put in place 
a broad-based regulatory program aimed at leveling 
its carbon emissions by 2030. Chinese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wind, solar, biomass, 
geothermal) last year was more than investment in 
the U.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combined. 
Some studies suggest that China’s emissions may have 
already peaked in 2013-2014.
President-elect Trump has shown a markedly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climate action. He has threatened to 
“cancel” the Paris Agreement, “stop all payments of 
U.S. tax dollars to U.N. global warming programs,” 
kill the Clean Power Plan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U.S. commitment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rescind President Obama’s Climate Action Plan, 
which includes ambitious efficiency targets for motor 
vehicles. Trump’s appointment of climate change 
denier Myron Ebell to head his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transition team suggests that he will try to make 
good on his campaign promises.
U.S. retreat from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forged by President Obama not only risks slowing 
global progress on climate change. It also leaves on the 
table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in green development 
that China is all too willing to claim for itself. 
China has multiple incentives to do so, all aimed at 
strengthening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at 
home and abroad.
First, China’s leaders are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an 
economic model based on energy-intensive, low-
margin heavy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Climate 
change regulation is seen as an economic tool aimed 
at moving China’s economy toward the low-carbon, 
high-tech, and clean energy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China would like nothing more than to have the U.S. 
retreat from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and allow it to 
step into the breach.
Second,emergency levels of pollution now cause more 
than a million premature deaths annually in China and 
generate thousands of incidents of social unrest each 
year.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lso helps 
reduce conventional air pollution, bolstering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mproving social 
stability.
Third, Chinese leaders acknowledge that climate 
change will cause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harm from 
increased heat waves, rising sea levels,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e droughts, and water shortages. Stabilizing 
global temperatures will stave off many of these worst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Finally, climate change action offers China the perfect 
vehicle for demonstrating global leadership, burnishing 
its reputation among n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relations with allies old and new. This is critical for 

China as more of its companies “go out” to invest in 
other places and tensions sharpen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Thus, the fate of climate climate change is in 
unfamiliar territory. As a Trump presidency threatens 
to marginalize the U.S. role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China’s leadership role will ascend. Earlier 
this month, China’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n climate 
change, Xie Zhenhua, criticized Trump’s proposal to 
back out of the Paris Agreement, calling it out of step 
with “global trends.”
America is now at a crossroads. China has placed a 
clear bet on a prosperous low-carbon future. President-

elect Trump still has time to pull back on his rhetoric 
and keep America in the game.
A senior Chinese environmental researcher told one of 
us over the summer that he hoped for a Trump victory 
because it would “allow China to overtake the U.S. 
more quickly.” We are concerned that his words will 
prove prescient. In sacrificing the tremendous potential 
of green development for quixotic coal country job 
gains even Republicans do not believe will materialize, 
Trump’s proposals on climate change will only weaken 
American prospects and Make China Great Again. 
(http://www.chinafile.com/viewpoint)
Other Areas Of Concern
Recently released data shows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only grew by a 6.7 percent annual rat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its slowest quarter in seven years. 
And that's coming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the actual growth rate is probably even lower for a 
country grappling with poor export figures, a s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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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s 2016 Singles Day Sales Hit All-Time 
Record

Jack Ma -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of Alibaba Jack Ma Speaking To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enter) and U.N.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shake hands while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ight) looks on, during a joint ratification 
of the Paris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ceremony ahead 
of the G20 Summit at the West Lake State Guest House in 
Hangzhou, September 3, 2016.

Will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If America Retreats from Global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
China Would Assume Leadership  Of Climate Change Efforts

Chinese E-Commerce Giant Could Be Hit By Trump’s Anti-China Tough Talk

and create more American 
jobs, then you’d be in 
trouble.” And Tsai’s right; 
Trump’s tariffs, trade wars 
and bellicosity are as big a 
threat to America’s middle 
class as China’s.
Will cooler heads in 
Washington prevail? It’s 
anyone’s guess. For now, 
Ma’s team is focused on 
building share in faster-
growing developing 
markets. Longer term, 
Trump’s isolationist 
doctrine could imperil Alibaba’s plans to be the bridge 
between overseas retailers and China. Beijing, it stands 
to reason, would retaliate with levies of its own.
Such uncertainty comes at a sensitive moment. Even 
before Trump, many investors were doubtful about 
Alibaba’s designs on serving 2 billion customers 
worldwide and helping to create 10 million new 
business and 100 million jobs. Ma also must navigate 

the mounting chaos in 
Beijing, where Xi Jinping’s 
government is scrambling to 
keep growth from cratering. 
Ma owns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t a moment 
when Xi is clamping down 
on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democratic ambitions. It 
could make for an unexpected 
flashpoint between Ma and 
Beijing as Trump does his 
worst.
As outgoing President 
Barack Obama likes to say, 

Americans have much more to fear from a threatened 
and weakened China than a stable and successful 
power. Trump is about to test that thesis as he threatens 
to knock Beijing off balance. Sitting at the nexus of 
domestic demand and a coming U.S. assault on trade, 
Alibaba may just be the best microcosm of China we 
have in the Trump era. (Courtesy http://www.barrons.
com/articles/trump-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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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UP TO 80% ON LUXURY FURNITURE, 
ORIGINAL ART & HANDMADE RUGS.
AND NOËL COVERS THE  TAX
on any purchase inside the NoëL TENT!

*see store for details

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宅

建材

D A Z I  F L O O R I N G  W A R E H O U S E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4.69起

$2.49起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713）899-8926 - Ella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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