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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Kawai鋼琴新店址開幕鋼琴新店址開幕 充滿聖誕節慶氛圍充滿聖誕節慶氛圍
KawaiKawai 鋼琴鋼琴(Kawai Piano Gallery)(Kawai Piano Gallery)新店址全新開幕新店址全新開幕﹐﹐為回饋為回饋
社區民眾社區民眾﹐﹐並廣為周知並廣為周知﹐﹐1212月月11日晚間舉辦日晚間舉辦Holiday CelebraHoliday Celebra--
tiontion﹐﹐除慶祝全新開始外除慶祝全新開始外﹐﹐在年底聖誕佳節到來在年底聖誕佳節到來﹐﹐也一同歡慶也一同歡慶
節慶節慶﹐﹐現場充滿歡樂過節氛圍現場充滿歡樂過節氛圍﹒﹒圖為該店總經理圖為該店總經理 Evie OfEvie Of--
ford(ford(右右))與與KawaiKawai北美區總裁北美區總裁Mr. Mori(Mr. Mori(左左))在慶祝會上合影在慶祝會上合影﹒﹒
Kawai Piano GalleryKawai Piano Gallery 地址地址 58005800 Richmond Ave, Houston,Richmond Ave, Houston,
TXTX 7705777057 電話電話﹕﹕713713--904904--0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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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22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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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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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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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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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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計劃提名華
裔女性趙小蘭為交通部長。

現年63歲的趙小蘭曾在小布什政
府時期擔任勞工部長，是美國歷史上
第一位進入內閣的華裔，同時也是內
閣中的第一位亞裔婦女。

祖籍中國上海的趙小蘭，出生於
中國台灣，8 歲隨父母移居美國，曾
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學習。

她創造了是美國歷史上華裔的多
個第一：首位華裔內閣，首位亞裔女
性內閣，首位二度入閣的華裔。

趙小蘭家有六姊妹，個個不讓鬚
眉，學有專長，晉身主流，各有建樹
。

6 個女兒全都出自美國名校，其
中有4個畢業於哈佛大學，小女兒安
吉僅用3年時間就以特優成績從這所
世界著名大學畢業。

二妹趙小琴是威廉和瑪麗學院的
碩士；

三妹趙小美出任過紐約州消費者
保護廳廳長；

四妹趙小甫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法
學博士學位，是一位律師；

五妹趙小亭也是哈佛大學商學院
碩士，如今是大學教授；

六妹趙安吉，用 3 年時間讀完哈
佛學士學位，在獲得企業管理碩士後
，回到父親的福茂航運公司挑大樑。

她們的父親趙錫成說：“我這個
做爸爸的一天到晚在外面忙，女兒管
得好，都是媽咪的功勞。”

她們的母親叫朱木蘭，是安徽滁
州來安人。她將六個女兒都培養成才
，一生以先生、孩子為自己的事業。

她常說：“我們給女兒的嫁妝不
是金錢，而是教育。”

“母親讓我們清楚地懂得，我們
來自一個有教養的家庭，要儀態端莊
，舉止正確”

趙小蘭在題為《平凡與偉大——
獻給我的母親朱木蘭》的文章裡寫道
：“從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她就
成了我的母親，我幸運地成為她的大
女兒。許多年之後，她又相繼成為我
們姐妹六人的母親。我叫小蘭，就是
源於母親的名字。我是她的一部分，
將傳承她的血脈和精神，直至終生。
”

母愛是什麼？從趙小蘭多次回憶
母親的口氣中，大概可以說是：父親
趙錫成為女兒構建了一所遮蔽風雨的
房子，母親朱木蘭就是房子的基石，
她不顯露，但支撐、呵護著6個女兒
的成長。

趙小蘭在台北的家，父親趙錫成
一年有九個月出海在外，在船上服務
。家裡的大小事，全靠母親朱木蘭一
人打理，雖然趙先生的薪金比別人優

厚一些，還得靠太太勤儉節約過
口子，包括使用不易起火的煤球
燒火煮飯。

特別是來到異國他鄉的創始
期，朱木蘭是操持家務的一把手
，怎樣把有限的美元變成全家豐
衣足食的日子，她從來不說，以
免擾亂全家大小苦苦掙扎的寧靜
。

趙小蘭的記憶裡，母親總是
那樣從容不迫，為全家準備可口
的三餐，家里幹乾淨淨，被營造
出一種舒適溫馨的氛圍。

趙小蘭赴美一年後，入境隨
俗，想舉辦一次自己的生日派對
。媽媽完全贊成女兒的這個願望
。

於是趙小蘭邀請了許多同學
，並和媽媽做了精心準備。

可是那天晚上只來了兩個同
學，小女主人公的失望之情可想

而知。
母親的心靈感應著女兒的心靈，

她不動聲色，照樣舉辦生日派對，照
樣切生日蛋糕，照樣唱生日快樂歌。

朱木蘭女士就這樣用自己的言行
，向孩子灌輸處變不驚、不卑不亢、
自尊自重的生活方式。
趙小蘭概括母親對自己的言傳身教
——

“母親讓我們愛惜自己，尊重自
己，保持尊嚴。讓我們保持自己的價
值觀。知道要為更美好的事物奮鬥。
因此，面對男孩子或者其它什麼人，
我們都不會示弱。我們要自重，言行
得體，不做讓自己感到難堪的事情。
母親讓我們清楚地懂得，我們來自一
個有教養的家庭，要儀態端莊，舉止
正確。”
沿襲中國傳統，取中西方教育之精華

趙小蘭出任美國勞工部長職位後
，對母親說的一席話令人回味：“媽
媽，也許現在別人對我的看法不一樣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同，我還是原
來的我。相反，我認為還有許多優秀
的人才，只不過是我運氣比較好而已
。”

當了部長，趙小蘭認為自己還是
原來的趙小蘭，這就是母親的影響。

朱木蘭的教女有方，傳到了老布
什總統的耳朵裡。有一次，老布什在
白宮接見趙錫成夫婦和他們的6個女
兒，特地對夫人芭芭拉•布什提起，
要向朱木蘭學習。

朱木蘭取中西方科學教育之精華
，在中西文化和人生交叉的坐標中選
擇最佳點，中西合璧，因材施教。

朱木蘭治家，基本上沿襲中國的
傳統，並不洋派。她自我總結說：
“我對孩子是嚴而不苛。規定的事，
一定要做到，尤其要以身作則。

比如說她們年幼時，晚飯後，父
親在處理公務，我就讓她們做功課，
大家都不可以看電視，父母也一樣。

後來家庭富裕了，家中人多，請
了個傭人，但我要孩子們必須自己洗
衣服，整理房間，年輕人不能太早就
受人伺候。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要各自分擔家務。 ”

每逢週末，還要求女兒們一起做
家務事，包括整理園中花草、清理游
泳池，甚至家門口那條寬36米長120

米的柏油車道，都是由小
蘭的父親帶領幾個女兒一
尺一寸鋪設而成的。

在母親的管教下，每
個女兒的內務，自己管理
，從小臨睡前，自己撥好
鬧鐘，準時起床，趕校車
上學。

有一條不成文的家規
，父母請客，女兒們不上
桌，但一定出來見客，並
為客人上菜、添飯。

朱木蘭說：“人生並不是‘讀書
’便足夠的。在招呼客人的同時，其
實也是一種訓練，可以讓孩子從中學
到許多待人處事的道理。”

“我的先生常對女兒說，人生做
事好像開車，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時
候必須左轉右轉。不要把伺候客人當
作辛苦事。當你們讀書讀累了，招呼
招呼客人，不也是一種休息嗎?”

教育子女概括為兩個字，一個是
愛，一個是嚴

對女兒愛而不嬌，嚴而不苛。既
注重傳統中國“忠孝節義”的儒家思
想的教育和中國固有文化與價值觀念
的培養，也注重通過西方民主的溝通
方式和孩子們獲得共識，使孩子遵守
與父母間的協議和共識，漸趨智慧和
成熟。

三女兒趙小美結婚，晚上親友們
到趙府吃宵夜，趙小蘭親自為大家盛
飯，她的大姨父張祥霈先生打趣道：
“今天這碗飯價值連城，真不敢當，
有勞副部長(當時任聯邦政府運輸部副
部長)來端飯。”
家規如山，持續至今。

還有一條家規，女孩子在外面的
花費，要拿收據回家報賬。

趙小蘭念大學的學費，曾向政府
貸款，暑假時打工賺點生活費。父母
常對女兒說：“我們主張儉省，但如
果你們要學東西，絕對不省。只是既
然要學，就有責任學好。”

這種方式的家教，目前在海內外
的華人世界，已很少見，朱木蘭始終
肯定它的作用。

對女兒的教育，朱木蘭總結了兩
個字，一個是愛，一個是嚴。做到這
兩點而不偏離，談何容易。

朱木蘭很注重培養孩子們從小學

習做事鍥而不捨的精神。
小蘭在台灣讀小學時，所住的小

區停電，朱木蘭為女兒點上蠟燭，像
平時一樣看著小蘭完成當天作業才休
息。第二天，全班隻小蘭一人交得出
作業。

甚至是在赴美時，下午從台北趕
車到高雄，上午小蘭照舊背著書包按
時到校讀書。

她從小培養每個女兒對家庭的責
任感和使命感；從不直接告訴女兒什
麼是“是”與“不是”，總是循循善
誘加以啟發，讓女兒們自己做出判斷
和結論；

也不以封建家長的高壓姿態面對
女兒的不同觀點，而是和她們展開民
主的辯論，讓各自在辯論中明白事理
、辨白是非；

比如在教育小女兒趙安吉上，朱
木蘭女士並沒有因為她最小而多開綠
燈。

安吉四年級時不願像姐姐們那樣
學習鋼琴而迷上法國號，於是向父母
提出請求。朱木蘭嚴肅地提出“不能
半途而廢，一旦開始至少堅持一年”
的要求之後滿足了她的請求。

但是對於當時才10歲的小女孩來
說，這個同她一般高的金屬樂器顯然
是一個龐然大物，搬動起來都很不容
易，更別說吹響它了。面對這一切問
題，朱木蘭都要求女兒自己想辦法解
決。迫於當初的承諾，小女孩欲罷不
能，只能每星期獨自搬到學校參加 3
次訓練，這種“小人背大號”的滑稽
局面直到熬滿當初約定的一年時間才
結束。

朱木蘭正是以這種獨特的教育方
式讓女兒學到珍貴的哲理。

趙小蘭母親的教女之道趙小蘭母親的教女之道：：教育是父母給女兒最好的嫁妝教育是父母給女兒最好的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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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與海外華語教師教學交流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與臺灣的文
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合作，將於2017年
6月27日至7月10日假文化大學開設
華語教學專業課程及相關之語言與文
化課程，為期2週。期能藉由專業課
程以及教學觀摩、座談會、文化參訪
、學校訪視等活動，讓海外華語教學
者提升教學技巧與效能。同時藉此瞭
解臺灣華語教學現況，推薦學生來臺
就讀或組團來臺學習。歡迎現職任教
於美國主流學校之美國籍華語教師報
名參加。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15日。

教育部2017年華語教師赴臺研習
課程

主辦單位：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教育組

執行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
育部

研習期間：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10日，為期2週

截止日期：2016年12月15日
研習名額：預定20名
報名資格：現職任教於美國主流

學校之美國籍華語教師。三年內未曾
參加赴台研習課程者優先，額滿為止
，本組保留審核的權利。

審核標準：以配合中華民國教育
部在海外推廣正體字華語者優先。

負擔費用：經審核通過者，由研
習教師須自行負擔往返國際機票，在

臺2週研習學費及住宿費用
由中華民國教育部補助。

報名方式：請至駐休
士 頓 教 育 組 網 頁 www.
moetw.org 下載報名表，並
於本(2016)年 12 月 15 日前
將填妥申請表及美國護照
影本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houcul@houstoncul.org

報名結果：於2017年3
月底前以電子郵件個別通
知。
報名問題請洽：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
育組 鍾慧小姐

電 話 ： 713-840-3854； 傳 真 ：

713-871-0854
電 子 郵 件 ： houcul@houstoncul.

org
課程問題請洽：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連育
仁老師

電子郵件：lienyujen@gmail.com

教育部2017年華語教師赴臺研習課程
2016年12月15日報名截止

僑務委員會目前正推動 「海外僑胞返國自費體驗優質安心醫療服務」
，臺灣優質之醫療服務及健保已獲得全球高度肯定，2000年英國經濟學人
雜誌 「世界健康排行榜」臺灣名列全球第二；2007 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醫療保健基礎建設列全世界第13(共55國受評)

。近三年來，包括國家地理頻道、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及CNN等國際媒體
專題介紹臺灣醫療成就，去年The Richest更將臺灣評比為國際第一名的醫
療照護。臺灣的醫療成就具有最佳的國際聲譽及競爭力。臺灣憑藉著先進
設備，世界水準之上的醫療技術，以及經年累月儲備的優質醫療人才與實
力等優勢，不論在整型、換肝、活體移植等領域，都居全球領導地位，進
而吸引許多病患前來，近年意願來臺接受醫療服務或追求健康的之民眾人
數更不斷攀升。臺灣國際醫療現提供健康檢查、美容醫學及特色醫療等項
目，並在機場提供服務中心，以提供國際旅客能即時瞭解來台就醫資訊、
取得醫療旅遊行程安排及後續醫療服務。歡迎美南地區僑胞踴躍組團或自
行返國進行自費體驗台灣優質安心醫療服務，詳細資訊可至臺灣國際醫療
全球資訊網http://www.medicaltravel.org.tw/ 查詢，或洽國際醫療管理工作
中心陳怡玲經理(電話:=886-2-2885-1528EXT12，email:nhca14@gmail.com)
或洽休士頓僑教中心(713-789-4995分機105鄧小姐)。

檢送海外僑胞返國自費體驗優質安心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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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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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的協助、支持與
鼓勵下，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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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攤位的臺灣同學會，今
(2016)年再度出動，介紹臺灣的多樣化風情。工作小組於活
動當日展出各式與臺灣相關的主題看板，包含：臺灣風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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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外，為拉
近與參觀者間的距離，同時增加互動機會，臺灣留學生透過擲聖筊遊
戲，講解臺灣傳統宗教習俗。

參觀臺灣攤位的人，除可學習擲筊過程，親身體驗臺灣宗教習俗
儀式外，同時透過遊戲活動，品嚐風靡全世界的臺灣好滋味--珍珠

奶茶及鳳梨酥。活動當天，無論年齡、性別或文化背景，來到臺灣攤
位者，皆表示對臺灣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負責擺設臺灣攤位的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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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人赴臺旅遊，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

德州大學國際日德州大學國際日 師生體驗臺灣好滋味師生體驗臺灣好滋味

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公衛學院臺灣同學會會長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公衛學院臺灣同學會會長
周盈君周盈君((左二左二))；；副會長林芳瑜副會長林芳瑜((右二右二))與同學會幹部及與同學會幹部及
同學於臺灣攤位前合影同學於臺灣攤位前合影。。

臺灣攤位工作人員向外國友人介紹臺灣景點及特色臺灣攤位工作人員向外國友人介紹臺灣景點及特色。。

（ 休士頓/ 秦鴻鈞）今年十月廿六日還與袁國鵬先生通過電
話，是老闆李蔚華先生邀請他來參加 「華裔選民協會 」在美國
總統大選前最後一次座談會，袁先生在電話裡告訴我，最近身體
非常虛弱，已無法出門而婉拒，到十月廿八日座談會當天，李蔚
華先生當大夥的面致電他，希望他能跟大家講幾句話，電話已無
人接聽-------,我萬萬沒有想到，袁先生在十月廿六日回我電
話，竟成此生最後一次交談------。

認識袁先生在1985 年左右，他剛創辦 「華裔選民協會 」，
正捲起袖子，準備大幹一番，而我當時剛踏入新聞界，自不會放
過這個僑社重點新聞的焦點。我常是袁先生第一手新聞的接收者
，對 「華裔選民協會 」 的點點滴滴，自然瞭如指掌。而我對戲
劇本行一直無法忘情，1986 年接任 「狂飆社」社長後，袁國鵬
先生成了我在休巿執導第一齣舞台劇 「行行出狀元」幕後的最
大推手。工程師出身的他按照我的要求設計了一個抽象舞台，僅
以燈光的明暗，變化，作為時空的跳接。那時，休士頓中國城的
「王朝商場」 剛蓋好，總建築師關鎮全先生支持我的導演計劃

，把二樓西面整排空間免費借給我們排了大半年的戲，袁先生設
計的舞台，在排練時就給所有演員走慣了，後來搬到休大 「卡
倫堂」 連演兩天，袁先生還抽空帶我去向校方簽合約，拿到最
合理的費用。 「行行出狀元」 是我出國前在台灣寫的最後一齣
舞台劇，還親自執導，在國立藝術館的 「青年劇展」連演三天，
沒想到卻成為我到美生涯的寫照。三十年來訪遍了各行各業的精
英，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袁先生於1984 年創立CAVL 華裔選民協會，他與曹志源教
授，Harry Gee, Martha Wong 等人一起，希望中國人能真正參與
美國政治運作。過去32 年來，他所創立的 「華裔選民協會」 作

了大量的工作，當時的標語： 「有選票便有力量，無政
治便無權力」，以及 「會見兩黨候選人士，聽取兩黨政
見發表，爭取華人應享權益，促進華人政治參與」等選
民大會主旨，放到今天，仍然適用。

今年的六月九日晚間，袁先生交出了他努力了32 年
的重擔，將召集人交給李蔚華，李雄兩位先生及財務長
李莉穎女士，並在二十位社團代表們的見證下，舉行交
接儀式。他希望自己做永遠的義工，希望華裔選民在新
的領導下，更上一層樓，有更多的財力，人力，大家團
結一起，不分彼此，老、中、青大家結合一起，拋棄過
去自我主義太強，各自為政，缺乏團隊共處的合作精神
。袁先生說：社區的前途發展全靠社區服務的領導人士
，品德修養，心胸開朗，有公而後私的觀念，任何社區
活動以合作為基礎，認清我們這一代的使命與任務，爭
取華人民權地位，並達到下一代華人政治地位的提升。
袁先生這段話，是他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說出他三十
多年致力選民協會，爭取華裔福祉的心聲！

袁國鵬先生於1936 年九月一日出生於江蘇南京，祖籍湖南
省汝城縣。父親袁正東，母親陳俊英。父親是黃埔軍校二期畢業
參加北伐抗戰，勝利後轉業警界，曾任中央警官學校東北審陽第
五分校校長。袁國鵬畢業於台灣淡江大學，曾在台灣產業保險公
司服務多年後移居美國。隨後在 U of Houston 取得 mechanical
engineer degree, 曾在Bechtel 服務多年後開始自己創業。一九六
六年夏天同淡江校友李燕華女士在芝加哥完婚，後育有二子袁甫
強（媳Sam），袁甫文（媳Thi）及兩孫男，兩孫女。 2005年經
醫生症斷他患了肝癌，通過癌症專家Dr.Patel的細心協助治療，

讓他的生命持續達十一年之久。直至兩月前他的病症轉惡，不幸
於十一月卅日下午一時半離世。袁國鵬是位好先生好父親慈愛的
祖父，他熱愛他的兄妹，他交友甚廣且忠厚熱心對之因而博得朋
友們之喜愛，在華裔選民協會貢獻頗多，並隨時關注祖國的前途
。我們痛失了一位善良的好先生，父親，祖父，兄長及朋友。慶
幸他解除了痛苦，祈他一路走好。愛他的。

袁國鵬先生的喪禮將於12 月 3 日（ 周六 ） 晚上六時至八
時舉行家祭，12 月 4 日（ 星期天） 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舉行公祭
，地點在永福殯儀館（8514 Tybor Drive, Houston Texas 77074 )

創辦CAVL 華裔選民協會，畢生為華人爭取權益
「「永遠的義工永遠的義工」」 袁國鵬先生辭世袁國鵬先生辭世，，留給後人永恆的追思留給後人永恆的追思

圖為袁國鵬先生圖為袁國鵬先生（（ 左二左二）） 將一手創建的將一手創建的 「「 華裔選民協會華裔選民協會 」」 於於66月月99
日移交給新召集人日移交給新召集人 李蔚華李蔚華（（ 右右），），李雄李雄（（ 左左），），及財務李莉穎及財務李莉穎（（
右二右二）） 的交接儀式的交接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於圖為於66月月99日出席日出席 「「 華裔選民協會華裔選民協會」」 交接儀式的所有來賓合影交接儀式的所有來賓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昨天，接獲華裔選民協會會長袁國鵬兄去世之訊息，心中一

陣隱痛，回想過去數十年來，他在華人參政之努力上已經盡力。

從八十年代他對共和黨布希家族參選總統開始動員群眾寫海報製

標語，無事不是親力親為。三個月前，我接到他的電話，在微弱

語氣的另一端，他說要我們接下協會的棒子，繼續為華裔參政而

努力。不久後他真的，走進了報社大門，並攜帶了過去三十來為

美國選舉創作之眾多文選，標語及上百封與美國政要之來往信扎

，文件中之精彩詞藻及美工設計，我們看過後不但深深敬佩，也

更有幾分汗顏，八十年代電腦科技尚處萌芽時期，國鵬兄已經掌

握各種美工設計之技能。

多年來，我們追隨各界先進同業好友，無時無刻都在為爭取

亞裔在美政治地位在努力，大家不但參加投票，捐款，為競選人

搖旗吶喊，遺憾的是成果仍然有限，主要原因為我們還是有做客

他郷之心態，對政治心存疑懼。政治之事不願涉入，而袁兄確是

非常少數，人中之熱衷僑領

九十年代初期，我來到舊金山凖備在灣區發展黃頁及報紙，

有天正午走進Millbrae香滿樓酒家，和袁兄久別重逢，寒

喧之後得知他時任菲律賓華裔富豪鄭周敏之特別助理，

遊走中美及東南亞各國。臨別時，他叮嚀問候休斯敦各

位老友，談到華人選民協會之事，他頗感惋惜而無奈

今亱我再舊地重遊，站在SAN，Mateo，舊金山灣的

長堤上，眼前展現著景緻迷人五光十色的金山市景，加

上雄偉冗長的海灣大橋，通往Hayward的92號跨海大橋皆

盡收眼底，這裡是我首次踏上美洲大陸之地，數十年後

又能回巢，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正如許多當年留學生在荒蕪的德克薩斯州打拼了一

輩子，他對華人參政工作之執著及堅持，我們會繼續接

下棒子，袁兄應該感到慶幸的是，他也走遍全球，閱人

無數，嚐盡美食，享受榮耀，更重要的是他見過了金山

灣的良辰美景，住過山頂上的豪宅，也應是此生無憾矣

此時此刻，我的內心，澎湃，窗外舊金山市之閃亮亱色依舊

，但人面全非，寫盡人生百態，我只想說，我又回來了，在我的

記憶中，袁兄早把生命之存在置之於度外，你也打過了美好的仗

，安息吧

李蔚華 2016年12月2日於加州舊金山旅次

悼念華裔選民協會袁國鵬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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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 KTV 隆重慶祝開業十周年慶
凡 12 月 1 日至 15 日前往者將有「 大驚喜 」！

春藤了解天下父母心，提供優質課程

（本報記者秦鴻鈞）一路歡歌一路情！真
愛滿滿喜盈盈！

位於敦煌廣場二樓的夜色 KTV , 11 月 30 日
晚真是一夜歡歌，來自各方的好友們將「夜色」

幾乎擠爆！大家盡情歡唱，因為當晚夜色 KTV 
剛好慶祝開業十周年，老闆許涓涓及李東亮拿
出最好的點心，水果及美酒待客，老客人開始
點歌，現場演唱，現場在美崙美奐的燈光中又
憑添了歌聲魅影，即使沒唱，在旁坐著聽歌，
都極為享受。

內行人一聽即知「 夜色 KTV 」 的音響一
流，即便普通的嗓音，從夜色 KTV 的麥克風
及音響播放出來，人人都成為巨星。難怪 YES 
KTV 如此受歌者親睞，只要一踏入這裡，仿彿
踏入音樂的殿堂，滿滿的品味著歌聲的盛宴，
令人欲罷不能，流連忘返。

夜色 KTV 的勁歌金曲與亞洲同步流行！
中、英、越、日、韓、菲律賓語、西班牙語歌
曲任君選唱。夜色 KTV 是休士頓唯一的 BYOB 
卡拉 OK , 讓每一位來唱歌的人都有明星的感
覺！專業的音響令您留連忘返！

在夜色 KTV 內，你可看到最酷、最溫馨的
環境及享受到最佳、最親切的服務！為了隆重
慶祝開業十周年慶，夜色 KTV 自 12 月 1 日起
至 12 月 15 日止，凡來此唱歌的皆有「 大驚喜 
」！

請今天就上「 夜色 KTV 」 飆歌！與家人，
好友，同學，同事，或招待遠道來的親友，客戶，
包管帶給您真愛滿滿，一路歡歌，令人永生難
忘的奇妙夜晚。

夜色 KTV 的營業時間為：週二至週四及周
五，周日兩天為下午六時半至淩晨二時，週六
為下午二時至淩晨三時； 周六＂快樂時光＂為
下午二時至晚間七時；週一公休，但節假日則
七天開放。

夜色 KTV 位於敦煌廣場 A 棟 Building 二樓（ 
即「 明星冰谷 」樓上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Bldg. A #126,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832）605-8566（C ), (713）777-0033 （ O )( 
晚上 6：30 pm 後）

休斯頓地區唯一華裔獨資的春
藤國際學校想國內外父母之所想，
在設計課程，師資聘用和美華教育
理念結合方面獨樹一幟，令內地來
休斯頓來考察的父母們非常滿意，
山東企業家馬駿先生來考察後興奮
的表示，我就準備在休斯敦買房了，
我們這一行幾人要買 6 套房都是為
了孩子讀書，我已為 14 歲的女兒在
休斯頓選好了學校。休斯敦的地產
經紀們聞訊都樂開了花，教育帶動
經濟啊，糖城是塊寶地。

全 日 制 學 校 Trent Internationale
成立於 1993 年，從幼兒園到高中 12 
年級。作為私立學校，既面向國外
也面向當地社區招生，他們是美國
移民局批準的可以頒發 I-20 移民簽
證表的學校。說起小留學生來美學
什麼？鄭老師表示，主要是中國現
有教育體制無法給予的選項課程和
社會環境，這一切會影響到孩子成
人後的思維方法和邏輯，進而影響
成年入職後再職場的創造能力和獨
立思考習慣。而最佳年齡當然是初
中一年，這個年齡能學到地道的 oral 
English ，當然智商高的孩子到了高
一來也“來得及”，大部分人則只
能學精 academic English。春藤國際
學校董事會主席藍大衛先生表示，

春藤本著以人為本的創新教育理念
以培養能力為目標的人性化教育來
助力天下父母百年樹人，我們會把
家長交到這裏的孩子培養成為最優
秀的國際精英以應對未來激烈競爭
的國際社會。為了達到教學頂峰我
們已經申請成為 IB 學校。諾貝爾智
慧課程班，個性化課程，領導力培
養，AP 課 程， 國 際 學 士 預 備 課 程
（IB），多語種教學，小班教學都
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據悉，由中美雙語非常熟
練 的 高 中 生 精 英 組 織 的 ARC 機 構
也將在 12 月 17 日起在春藤國際學
校舉辦為期兩周的專題補習班。開
設的課程包括：中學生英文範文閱
讀 與 範 題 寫 作（Reading  and Essay 
Writing）， 少 年 理 財 課（Money 
Management for youth）， 克 服 攀 比
壓 力（Peer Pressure Release）， 募
款 基 礎 知 識（Raise money for your 
dream projects ）， 美 國 高 中 四 年
重 要 環 節 須 知（Plan your 4 years 
HS key steps），少年用槍安全培訓
（Gun safety class）， 美 式 高 考 時
事 導 航（SAT and ACT 101）， 青
少 年 約 會 安 全 課（Dating smart for 
the adolescents）。報名可聯絡 832-
8515449，832-7903003。 這幾位父親看好了學校也準備在休斯給孩子們安居。

 圖為「夜色 KTV」 老闆許涓涓（ 左一） 與賓客在
店內飆歌的熱烈情況。（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夜色 KTV 」老闆許涓涓（ 中 ） 與來賓（ 
左起） 卿梅，李秀嵐等人在慶典現場合影。（ 記
者秦鴻鈞攝 ）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跳樓大甩貨，
折扣高達 90% OFF ！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和田玉雕壽桃 民國時期的瓷板畫 和田玉觀音

仿乾隆九桃瓶

瓷桌椅

越南黃花梨圓餐桌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紅木家俬景德鎮陶
瓷研究所精品展在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展覽促銷，
因租約馬上到期，最後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

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但只
有一家是正宗——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被業界譽
為當代官窯。這裏研制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
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
視為“國瓷”。 此次展銷的數十件景德鎮陶瓷研
究所保存的一比一老釉宮廷陶瓷中，有幾件是上
個世紀 70 代輕工部為海外巡展特別制作的高仿作
品，歷代宮廷陶瓷監制羅老三傳人的老料仿古青
花瓶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礴，

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
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展帶來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家俬，
難得的是幾件上品海南黃花梨根雕，還有各種越
南黃花梨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貢臺、五鬥櫃、
大型沙發組、餐桌組、貴妃床等。黃花梨家具已
經被識貨的藏家買走了好幾套，目前還剩下的有
博古架、貴妃榻、貢臺、餐桌等家具，出價就有
機會，請大家抓住機會！各種金絲楠木大型根雕
茶臺、中型茶盤、小型果盤、平安扣、鎮紙等，
各種黑檀木茶盤，應有盡有。本次精品展出現的
各種和田玉精美擺件也是休斯頓首次亮相，品味
不亞於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金
開光八駿圖瓷板畫、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陶瓷名家
的各種作品、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均屬上品，讓
你愛不釋手。整個精品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
等你收藏。因場地租約馬上到期，現跳樓大甩貨，
出價就有機會，折扣最高達 90% off，機會難得，
不可錯過這個收藏買進的大好時機。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人梁先生
是古董瓷器和玉器專家，為感謝海外華人華僑和
熱愛中國精品的人士的關愛，可以對您收藏的古
董免費鑒定，也收購古董。感興趣者可以直撥梁
先生的手機電話 832-412-0038。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
地 址：9146  Be l l a i r e  B l vd ,  Hou s t on , 

TX77036(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 )
電話：832-412-0038

越南黃花梨博古架 越南黃花梨貴妃榻



BB66休城工商

Home Depot 暨 德
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 -
西 南 區 家 庭 診 所 將 於
12/3/2016 星期六早上 9
點 -12 點 在 Bellaire & 
Beltway 8 的 Home Depot
內舉辦免費溫馨聖誕健
康健檢 . UT Physicians 小
兒科醫生為你寶貝的體
脂肪檢測作現場健康諮
詢 . 每位完成體檢及諮
詢的小朋友將獲的精美
的禮物 . 現場同時也為
家長作體脂肪 , 腰圍 , 血
壓測量 . 當日也是 Home 
Depot 每月回饋社區小朋
友的螺絲起子彩妝美工
日 . 發放勞作品讓全家一
起 動 手 美 工 同 歡 , 過 佳
節 . 現場 Home Depot 的
聖誕老公公也會發放驚
喜聖誕禮物給參與的小
朋友 . 希望有興趣民眾帶
著小朋友撥空前往參加 . 

 

  
 
 

FUN @ HOME DEPOT  
 

Holiday Family Health Screening  
      12/03/2016 , Saturday  

       9:00am - 12:00  

                     
BMI & Waist Circumference Screening  
Blood Pressure  

    
                        NO COST  

 
 

Location : Home Depot  
 6800 W. SAM HOUSTON PKWY SOUTH  

 HOUSTON TX. 77072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713-486-5902 (IVY)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www.UTPhysicians.com/chwc-southwest 

2016 角聲、希望之音
《癌友關懷 聖誕音樂饗宴》 

德州亞裔一起來 ~ 遠離大腸癌、腸保健康一輩子 ! 

在飲食西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大腸癌
的發病年齡逐漸年輕化，目前大腸癌分別是亞
裔男性與女性第三及第二位最常見癌症，並且
高居所有癌症死亡率的第三位。德州農工大學
與光鹽社合作，對德州亞裔族群實施免費大腸
癌預防計畫。本計畫於 2016 年 11 月開始在休

士 頓 展
開， 預
計 對
8 5 0 名
亞 裔 提
供 大 腸
癌 預
防 與 教
育。

歡
迎 任 何
在台灣 ,

中國 , 香港 , 澳門出生的亞裔及其第二代來
參加，在美國的身分不是問題 ( 不需要有公
民、綠卡或工卡 )。本研究會評估參加者罹
患大腸癌風險，並給予相關大腸癌預防建
議。這個研究計畫為期一年，為感謝參加者
的協助，我們將在這一年中分階段提供免費
大腸癌檢測、免費醫療保險申請與使用協
助、免費個人大腸癌預防電話諮詢﹐以及總

共 $75 元美金的 Walmart 禮卡。
報名條件 : 年齡在 18-75 歲之間，沒有罹

患過癌症，過去一年內沒有做過糞便
潛血測試 (FOBT) 或糞便免疫化學測
試 (FIT); 過去三年內沒有做過糞便去
氧 核 醣 核 酸 檢 查 (stool DNA test); 過
去五年內沒有做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
查 (Flexible Sigmoidoscopy)、 雙重對比
鋇劑灌腸檢查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 電 腦 斷 層 虛 擬 大 腸 鏡 (CT 
colongraphy); 過去 10 年內沒有做過大
腸鏡檢查 (Colonoscopy) ; 沒有參加過我
們之前的『腸保健康』講座 ; 可以聽、
說、讀、寫中文 ; 有意願參加這個為期
一年的計畫。

符合報名條件者，請事先報名，
講座時間為兩小時，目前講座有 :

11/19/2016（星期六）下午 1:30-

3:30 ﹐地點為光鹽社
12/03/2016（星期六）上午 10:00-12:00 ﹐

地點為王朝廣場
12/10/2016（星期六）下午 1:30-3:30 ﹐地

點為光鹽社
12/17/2016（星期六）上午 10:00-12:00 ﹐

地點為光鹽社
12/17/2016（星期六）下午 1:30-3:30 ﹐地

點為光鹽社
光鹽社地址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地址 : 9600 Bellaire Blvd STE 205 C, 

Houston, TX 77036
講座另提供免費的餐點與飲料。由於這個

講座需要所有參加的人先填完問卷才能正式開
始，請大家準時參加，以免喪失參加的資格。

附註 : 我們預計之後還會辦幾場講座，如果
無法參加以上講座，也可向光鹽社報名﹐留下
您的姓名與電話，我們將通知您未來講座的時
間與地點。

金城銀行日前推出限時特惠存款方案 ，15 個月定期
存款利率高達 1.35%APY* ( 最低開戶金額三萬美元 )，
此特惠不論企業或個人均適用。金城銀行同時提供個人
貴賓支票帳戶，只要開戶金額達一萬美元，即可享有利
率 0.60%APY*，以及免費支票及網路銀行等優惠。上述
優惠存款方案，方便又實惠， 優惠日期至 2017 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請勿錯失良機。

近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蒸蒸日上，各項業務創記錄
達「五高」：總資產值高、總貸款數值高、總存款數值高、
上半年利潤值高，最重要的是員工士氣高；綜合上述五
高，為金城銀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堅固的基礎。總經理

中國舞蹈藝術節 ---< 新胡桃夾子 >
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十九屆舞展

金城銀行 推出限時 15 個月定期存款特惠，
利率 1.35%APY*

新聘資深副總裁林蘋蘋 (Grace Lin) 女士
加入管理團隊

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表示，在積極貫徹吳光宜董
事長所領導的董事會的決策精神前提下，繼續落
實金城銀行為學習的組織，不斷強化作業流程；
同時執行 Cha, Cha, Cha (Challenge 挑戰 , Chance
機會 , Change 改變 ) 的文化理念，以及實施「深、
速、實、簡」的企業風格。未來在所有同仁攜手
同心下、以誠懇、用心、專業、及深遠的服務態
度，擴大服務社區的層面，在追求長期經營績效
精進外，持續保守穩健且能迅速溝通決策的經營
模式，期許金城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永續未來，
並成為社區的標竿銀行。

金城銀行近日禮聘貸款部資深副總裁暨團隊
經理林蘋蘋 (Grace Lin) 女士加入管理團隊。 林
資深副總裁具有二十年銀行業務經驗，尤其專精
於各式貿易融資、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商業不動
產貸款、自用倉儲貸款、小型房屋自用及投資貸

款等。林資深副總裁擁有熟練的零售分行管理，營業操
作、貸款分析、商業貸款和撥款作業等技能。 她是商業
貸款領域的專家，並為她的客户提供創新的商業融資解
决方案和卓越的客户服務。我們竭誠歡迎 Grace 加入金
城銀行，也期許她能為客戶提供最專業的服務。

如需任何金融服務，歡迎親臨附近分行或參閱金城
銀行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最新訊息。金城銀行與
您共創利益、共享金色未來！金城銀行總行地址：9315 
Bellaire Blvd., TX 77036, 電話：713-777-3838。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Houston 

  休士頓香港會館  
  

12/04/2016 - 星期日，舉辦卡拉OK慶祝聖𧩙𧩙聯歡 

 各位會友：   

  

本會定於12/04/2016 ，星期日，二時至五時假在敦煌商塲 2樓 - Stage 酒廊 
舉辦 卡拉OK慶祝聖𧩙𧩙 聯歡，歡迎會員及親友嘉賓出席。 

是次活動主旨是籍此與新舊相知聯誼, 共渡３小時的歡樂時光 ,

節目中除了卡拉OK, 還有遊戲、抽獎等。 

費用(大小同價)：會員每位10元，非會員每位15元, 包括一杯飲品, 

(香港會館提供 nuts and chips 之類)。 如需添飲或小食 Stage 

酒廊絕對有的各欵飲料和美味食品滿足各位需要 (自付)。 

當天亦是加入成為會員的好機會。 

 

  Place 地點:      敦煌商塲 2樓 - Stage 酒廊 (嘛嘛馬來餐廳樓上)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ime 時間:       12/04/2016 ，星期日，2:00 ~ 5:00 p.m. 

               酒廊座位有限, 請盡早報名, 先報先得至額滿為止。 
             預早報名交費 請聯絡 (ASAP Travelwize) 快捷旅遊 Tel: 713-777-1717  
           或 
           聯絡人：Lisa Tam  譚陳苑儀  281-788-7870 

                        

             香港會館理事會謹啟 
 

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舉辦的中國舞蹈藝術
節 ---< 新胡桃夾子 > 暨第十九屆舞展將於 12
月 18 日晚六點在 Stafford Centre 隆重上演 ! 屆時 ,
所有學生及老師和部分家長將登臺獻藝 , 為休斯
敦的僑民們送上辭舊迎新的祝福 !

周潔曉慧舞蹈從 97 年創辦至今已有 19 年
的歷史 , 應該算得上是北美地區影響力最大、發
展最快的舞蹈藝術學校 , 為數以萬計的華裔孩子
傳播中國文化 ! 在這 19 年推廣傳播中國文化的
歷程中 , 已成功舉辦了 18 屆大型舞展 ; 也是首
個將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考級引入美國的學校 ;
多年來積極承辦國務院僑辦的”尋根之旅”夏
令營 ; 並和上海周潔藝校的 6 所學校保持中美文
化交流 ; 在過去的五年中成功舉辦了三屆中美國
際藝術大賽 ; 2003 年成為”中華文化大樂園”

的舞蹈園營地 ; 今年一月 , 在 Katy 開設了分校 ,
為居住在西南地區的舞蹈愛好者們提供了方便 !
二月 , 學校被國務院僑辦定為”海外華文教育示
範學校”; 三月 , 通過專家組考察 , 學校榮幸成
為”華夢計劃”的舞蹈培訓點 ; 九月 , 在明湖城
開設教學點……這點點滴滴的成績和榮譽都有
賴於中國國務院僑辦和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多
年以來給與的大力支持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以及
僑社各界朋友的幫助和信賴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每一位老師一貫來孜
孜不倦 , 勤勤懇懇的致力於豐富 , 精細 , 全面的
高規格 , 高水準的教學 . 日前 , 學校的竇文淡老
師又通過幾個月的高強度訓練和學習 , 獲得了由
英國皇家芭蕾舞學校頒發的”英國皇家芭蕾”
教學資質證書 ! 至此 , 學校成為德州第一家持有

中 國 舞 考 級 和 芭
蕾 舞 考 級 雙 料 資
格 證 書 的 舞 蹈 學
校 . 每年從中國選
派 的 優 秀 青 年 教
師 也 不 斷 地 為 學
校 的 教 學 補 充 新

鮮血液 , 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承和傳播添磚加
瓦 , 錦上添花 !

明年學校將迎來二十周歲的生日 ! 歲月如
梭 , 初心未改 ! 十九年的歲月就在這旋轉不斷的
腳尖上悄然劃過 , 在玲瓏翻翹的蘭花手指間剎那
溜走 ! 從今年起 , 舞展將以舞蹈藝術節的形式開
始 , 為明年的二十周年大慶及各項藝術活動奏響
祝福的序曲 , 迎接 2017 年中華藝術的盛宴 !

春季課程已開始招生 ( 三歲半或以上 ),< 新
胡桃夾子 > 尚有少量余票 , 歡迎咨詢 ! 總校 :713-
516-5186;Katy:832-606-8809; 明湖教學點 :832-
367-1534 

www.jhdancing.com;    
Email: jhjdangce@gmail.com
微信公眾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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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世華第九屆黎淑瑛總會長（ 右四 ），名譽總會長施郭鳳珠（ 左四） 與出席餐會貴賓合影（ 右起）施桂慶僑務諮
詢委員，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劉秀美，張文華法官，前會長陳美雲，黎淑瑛女兒許書郡。

出席感恩餐會的世華歷任會長（ 前排左起）宋伯母，唐心琴，高嫚璘，廖秀美，
（ 後排左起） 郭穎，宋秉穎律師。

由宋秉穎師擔任大會主持人，談話風趣，幽
默，炒熱現場氣氛。

黎淑瑛榮膺世華第九屆總會長感恩餐會
暨歡迎世華名譽總會長施郭鳳珠蒞臨休士頓

新科世華總會長黎淑瑛致詞表示：希望這兩年任
期，再把「 世華」 發熱，發光！

「 台北經文處 」黄敏境處長致詞推崇「 
世華 」是僑社很重要的組織，讓我們在
主流社會有一席之地。

 世華名譽總會長施郭鳳珠致詞，揭開了「 世華 」的前
身，就是本地的「 美南工商婦女會 」。

 黎淑瑛（ 右 ）特別介紹女兒許書郡（ 左 
）代表父親許文忠向與會者致謝。

近百位來賓出席感恩餐會，圖為宋秉穎律師
正在台上主持大會。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慈濟德州分會 2016 年第二次免費社區健康日
靜思堂舉行

慈濟黃濟恩執行長、王崑賢副執行長與孫秀蕊總幹
事討論主辦單位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

慈濟德州分會前執行長莊慈銘與 HEB 藥劑師
Stephen Au, 十多位註冊護士為大家量血壓、
血糖、膽固醇檢查等項目

內科醫師曹有餘照顧大家的健康努力加油 數百位僑界人士參加慈濟 2016 年第二次免費社區健
康日活動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 - 西南家庭科診所的團隊包括精神科醫師尹珺、社區活動負責人翁珮珊、PA Lien 
Thuy Nguyen 為您做身高 , 體重 , 身體質量指數 BMI 健檢及有關的健康教育

HEB 藥劑師歐裕華及多位註冊護士為大家量血壓、血
糖、膽固醇檢查等項目做為諮詢前數據的參考

慈濟黃濟恩執行長主持 2016 年 10 月
30 日第二次免費社區健康日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 - 西南家庭科診所社區活動
負責人翁珮珊、PA Lien Thuy Nguyen、精神科醫師尹
珺在慈濟健康日竭誠服務

針灸醫師葉羡敏把脈問診

慈濟志工們為 2016 年第二次免費社區健康日服務

星期六 2016年12月3日 Saturday, December 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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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四月一日開始接收新的H1B工作簽證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估計名額將很快用罄
H1B 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

從事工作的專業人士，如工程
師、律師、會計、研究員、高
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等
。 H1B由雇主申請，受益人最
長可在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
綠卡申請的可提出超過六年的
H1B申請)，在此期間並可變換
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或申
請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H1B 適用甚廣，是企業或
公司最常申請的簽證，核准時
間三至六個月不等。 H1B簽證
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請 H4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
可以申請入學，但一般情況下
不可以在美國工作。 H1B身份
的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
工作：H1B 持有人的 I-140 職
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
該 H4 配 偶 為 主 要 受 益 人 或
H1B 持有人已經處於 H1B6 年
以後的延期階段。
H1B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學
士或以上的學位（專科加兩年
相關工作經驗也符合條件）
2.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相
關
3.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
低工資標準的工資
H1B工作簽證配額

2017年的配額是65,000,除
去其中基於雙邊自由貿易協議
留給智利和新加坡的 6,800 個
配額，事實上,只剩下了58,200
個名額給其它國家的申請人使
用. 另外,根據 2004 年 11 月 20
日通過新的法律，每年增加了
20,000 個名額供獲得美國碩士
或碩士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案主
要包括三類：
(1) 現在是H1B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H1B的雇主轉換；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 「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是
「政府單位的研究機構」； 比

如醫療中心，大學等或其附屬
機構。
H1B工作簽證快速申請

移民局自2001年7月30日
開辦了一千美元快速審理服務
。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
多付出$1,225 美元的“加急費
”， 並要求移民局加速審理案
件，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
否批准,補件或否決該申請。如
果移民局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
決定，移民局承諾退回加急費
。根據我們律師事務所的經驗
，移民局通常在幾天之內就作
出了審理結論。

何時申請
移民法規定雇主可以提前

6 個月提出 H1B 的申請。因此
，從 2017 年 4 月 1 日開始就可
以提出開始工作日期為2017年
10月1日或以後的H1B申請。
這些申請將使用2018財政年度
(2017 年 10 月 1 日開始的)H1B
名額。但是所批准的H1B開始
工作日期也將從2017年10月1
日開始。從過去幾年H1B工作
簽證的名額使用情況和就業形
勢看，2017年的名額馬上告罄
幾乎是肯定的。而且，這兩年
移民局對H1B工作簽證的審理
有變嚴的趨勢。所以在準備材
料上要做好充分的工作。另外
，從程序上看，勞工部要求在
遞交勞工條件申請前，必須先
遞交雇主的稅號證明。而且勞
工條件申請也通常需要一個星
期左右的時間才能批准，這些
無疑給H1B工作簽證的申請在
時間上和程序上都增加了難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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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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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8 月 29 日中午 11 點 50
分, 位於糖城4600 Summer Lakes
的一處民宅被四人搶劫團伙破
門而入，一名獨自在家的 46 歲
女性屋主遭到搶劫和毆打。目
前，涉嫌此案的四人已經全部

被抓獲。
根據糖城警方的報導，遭

遇此案的女性屋主告訴調查人
員，案發時她一人在家，她聽
到有人敲門後就打開房門，有
兩位男子隨即衝入房內並把她

推至地板上，隨后索要錢財，
當這位女性沒有告訴他們有關
錢財的線索，劫犯於是腳踢她
的臉並且將她的雙手捆綁。

之後，幾名入室搶劫者搜
走了屋裡的首飾後揚長而去。

這名屋主最後向警方報案
，調查人員斷定這是一起針對
這家住宅的入室搶劫案件。

作案人分別是兩個 18 歲的
青少年，另外兩位作案人分別
是29歲和30歲。

目前，這四位犯罪人的保
釋金的金額範圍在25萬至125萬
元不等，警方並沒有透露這四
人具體的犯罪內容，也沒有向
外公佈警方是如何抓獲這四名
嫌犯的細節。

光天化日入室搶劫 糖城民宅搶劫案四人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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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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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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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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迎新國王 哇集拉隆功將繼位

據外媒報道，當地時間11月29日上午，泰國國家立法議會主席蓬貝宣布，泰國王儲哇集拉隆功將繼承王

位，為泰國新國王。王儲哇集拉隆功出生於1952年7月28日。他是普密蓬國王和詩麗吉王後唯壹的兒子。1972

年12月28日，哇集拉隆功被普密蓬國王確立為第壹王位繼承人。圖為2015年5月13日，哇集拉隆功在曼谷出

席壹年壹度的皇家耕作儀式。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前往菲律賓南部省份視察

，其負責先導的總統府衛

隊車隊遭到炸彈襲擊，導

致9人受傷，杜特爾特本

人當時未在該車隊，未被

波及。圖為壹名受傷的總

統保安隊成員被空運到壹

處軍營治療。該士兵遭遇

路邊炸彈襲擊。

當地時間11月 29日晚 7

點30分左右，悉尼唐人街發

生瓦斯爆炸，有報道說16人

受傷，包括2名兒童，大部分

是華人。圖為通往事發地點

的所有路口均被警察封鎖。

烏克蘭花16億美元建“金鐘罩”
欲“封印”切爾諾貝利

烏克蘭切爾諾貝利，覆蓋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的新安全保護罩完工。這是世界上最

大的可移動金屬裝置，高108米、重36000噸，重量約為埃菲爾鐵塔的四倍。該裝置造價16億美

元（約合110億人民幣），將取代蘇聯30年前建造的“石棺”。

悉尼唐人街發生瓦斯爆炸悉尼唐人街發生瓦斯爆炸
1616人受傷人受傷

菲律賓總統衛隊車隊遭襲致菲律賓總統衛隊車隊遭襲致99傷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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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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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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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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互金協會發聲：
網貸“三無”帽子已摘除

綜合報導 在過去幾年被視為“無監管、無

門檻、無標準”而野蠻生長的網貸行業，2016

年迎來規範元年。隨著監管細則的逐步落地，

這壹行業將有望駛向健康軌道。

近日，在第十壹屆21世紀亞洲金融年會上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業務部主管鄭曉東介紹

，針對網貸行業“三無”現象，監管從2015年

開始積極作為，出臺了壹系列監管政策，2015

年7月十部委聯合出臺《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

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對各個互聯網金融業態

進行劃分，這是解決互金無監管的首要步驟。

2016年8月24日，銀監會出臺正式的《網

絡信貸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列

舉了13條負面清單，從監管上劃清了紅線；

2016年9月，相關部委公布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

整治“1+6”的實施方案，進壹步明確監管要求

。此外，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剛剛出臺的《網

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備案登記管理指引》，體

現了銀監會和地方金融辦雙負責制，具體的備

案細節要求各地金融辦或金融局根據地方實際

情況進行掌握，這是第壹道準入門檻。

第二道門檻即是資金的第三方存管，和電

信與信息服務業務經營許可證（簡稱ICP證）。

鄭曉東介紹稱，從業機構獲得準入的步驟為：

先取得工商部門發放的營業執照（需要有網絡

借貸這壹經營範圍），隨後向地方金融辦備案

，獲得備案之後，進行第三方資金存管和獲取

ICP證，獲取之後再回到金融辦進行備案反饋。

“這是解決（網貸平臺）無準入門檻的問

題。”他說道。針對“無標準”這壹條，《促

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裏明確，

將組建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並賦予其制定經

營管理規則和行業標準的職責。

據鄭曉東介紹，協會不是從純粹監管的思

路出發，而是通過提供基礎設施的服務，去規

範市場定位，目前協會已開展了包括了信用信

息共享、統計、信息披露等相關工作。

以信息披露為例，在他看來，陽光是最好

的“殺毒劑”，信息披露是解決不合規行為的

有效方式。協會於2016年出臺了信息披露標準

，要求各家成員機構在官網上進行信息披露。

“截至目前，各家披露的情況差距很大，

各家掌握尺度不壹，很多還沒有做到公開透明

。”鄭曉東評價道。針對上述問題，協會下壹

步將搭建集中的信息披露平臺，讓各家平臺統

壹在協會的平臺上進行信息披露，避免尺度不

壹的情況，提高行業透明度。

據他透露，該信息披露平臺將分為三部分

。第壹部分是從業機構信息，包含基本信息、

治理信息、網站信息、財務會計信息等；第二

部分是運營信息，包含借貸余額、投資人數、

融資人數、逾期類的項目、逾期金額、逾期率

、人均投資、人均融資等；第三部分是項目信

息，包含金額、還款方式，並結合穿透式管理

的思路，披露項目的借款用途和借款人信息。

在新出的網絡借貸管理暫行辦法中，自然

人在單個平臺的借款不能超過20萬元，在全部

平臺的借款累計不能超過100萬元。在鄭曉東看

來，由於單家網貸平臺無法掌握某個借款人在

其他平臺的貸款余額信息，通過協會搭建的統

壹基礎設施信息披露平臺，能起到提前預警的

作用。

英國的塑料鈔票含有動物脂肪
遭素食主義者抵制

綜合報導 英國已流通的塑料

鈔票竟然含有壹種特殊的成分，那

就是動物脂肪。

近日，英國央行承認，9月份

新發行的面值為5英鎊的塑料鈔票

，的確含有動物脂肪。該消息被曝

光不久後，不少素食主義者們立即

發起抗議，其中壹些人要求英國央

行停止使用動物生產貨幣。

壹份在線請願書稱，“包含動

物脂肪的新版5英鎊，對於全英國

數百萬素食者和素食主義者、印度

教教徒、錫克教徒和耆那教徒以及

其他人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

這份請願書已經獲得至少15000個

簽名。

這款面值為5英鎊的塑料鈔票

，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和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的頭像為主要圖案，於今

年6月份亮相。鈔票材質為壹種較

薄的柔性塑料，同時使用了新壹代

防偽技術。

英國央行發言人指出，該央行

也是近日才得知此事，並聲稱用來

生產塑料鈔票的聚合物是有壹家名

叫Innovia Films的公司提供的。

Innovia Films的女發言人Patri-

cia Potts證實，該公司生產的聚合

物的確含有動物脂肪。據她所述，

壹家供應商用動物脂肪來使原料防

靜電。不過，她拒絕透露供應商的

名字。“他們正在想辦法去除動物

脂肪，但是很明顯這是需要時間的

，”Potts說，“這是壹個非常困難

的過程。”

這位女發言人強調，Innovia

Films也是直至最近才知道塑料鈔

票的生產過程中使用了動物脂肪。

她聲稱，該公司有壹項規定，那就

是“從來不故意在旗下產品中加入

任何動物成分”。

統計數據顯示，Innovia Films

向除英國之外的其他23個國家供應

用於生產貨幣的聚合物，其中包括

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和新西

蘭。Potts並未透露，為其他國家供

應的聚合物是否也包含了動物脂肪

。近些年來，因為聚合物鈔票具有

抗汙、防水、防偽、不易破損等特

性，使用起來更幹凈、安全、強韌

，使用壽命比紙幣更長，所以很多

央行開始使用這種鈔票。此外，聚

合物鈔票的防偽特性也比紙幣更強

大。

美下任財長：將進行裏根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稅改

綜合報導 據壹官員透露，美國候任總統特

朗普已經提名原高盛集團合夥人史蒂芬· 姆欽

(Steven Mnuchin)為下任美國財政部長。

據CNBC消息，這位未來的美國財長當日表

示，特朗普政府將進行自裏根政府以來最大規

模的稅制改革，包括將企業稅從現在的30%削減

至15%。

姆欽表示，根據特朗普的建議，自己作為

財政部長的工作重點將是通過稅改來刺激經濟

增長並創造就業機會。他稱：“通過削減企業

稅，我們將創造巨大的經濟增長，並產生巨大

的個人收入。”姆欽還稱他想簡化普通公民的

稅收，“稅收太復雜了，人們花費了太多時間

去憂心考慮怎麽降稅。”此外，姆欽還表示，

相信新政府將能夠使美國經濟以3-4%的速度持

續增長。姆欽曾在大選期間擔任特朗普競選團

隊的財務主管。此前，他是Dune資本管理的董

事長，曾在高盛和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都工作

過。姆欽還資助過“阿凡達”等多部好萊塢電

影的拍攝制作。特朗普曾在競選團隊內部表示

，如果贏得大選，他將任命姆欽為財政部長。

美聯儲卡普蘭：支持加息 且認同特朗普經濟政策
綜合報導 由於美國經濟順利

邁向充分就業，通脹率也升向美聯

儲(FED)的2%目標，達拉斯聯儲主

席卡普蘭(Robert Kaplan)周三(11月

30日)暗示，現在已是適合加息的

時機。

卡普蘭在準備於紐約發表的講

稿中指出，我將支持采取行動，撤

走壹些寬松措施。他還表示，加息

應以“漸進且耐心”的方式進行。

卡普蘭明年將首次在聯邦公開市場

委員會(FOMC)擁有投票權。美聯

儲下次會議在12月，交易員預計屆

時加息的機率約90%。

自特朗普意外贏得11月8日美

國總統選舉以來，股市及美債收益

率勁升，因投資人預期將有壹些刺

激經濟措施，如基建支出、減稅及

減少企業監管。

雖然卡普蘭避免提到特朗普，

但他似乎支持特朗普的很多政策，

暗示這些政策提供了壹條擺脫過去

八年來低增長模式的途徑。

卡普蘭稱，用於升級老化基礎

設施的公共投資有可能提高生產率

，並幫助提振疲軟的需求，並稱大

量公共投資可以來自公私合作模式

(PPP)。

特朗普曾表示他支持這壹模式。

卡普蘭還認為，更廣泛地說，也可

能考慮稅收改革和監管政策調整，

從而增強增長和投資的動力，而這

最終或許能提高未來的GDP增速。

他還稱，改善教育以及社會福利改

革(例如聯邦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

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

卡普蘭甚至還在壹定程度上支

持可能是特朗普最具爭議的政策之

壹(至少在經濟學家中是這樣的)，

那就是特朗普要求重新商談部分貿

易協定，從而使美國工人獲得更加

公平的待遇。

卡普蘭表示，全面的貿易改革

，將為商品和服務流動創造壹個更

為公平的全球競爭環境。

卡普蘭還利用他的講話宣傳壹

項特朗普並不支持的經濟政策，即

通過壹項移民政策來幫助增加勞動

力數量。

其稱，若不這麽做，美國勞動

力數量將因人口老齡化而承壓。

俄能源部長：支持歐佩克減產協議 明年起俄減少產油量
當地時間11月 30日，俄羅斯

能源部長諾瓦克表示，俄方支持歐

佩克達成的原油減產協議。從明年

起，俄產油量將每日減少30萬桶。

經過數論艱苦談判，歐佩克(

石油輸出國組織)代表於本月30日

終於達成8年來的首份原油減產協

議。根據該份協議，歐佩克的原油

日產量將從2017年1月1日起減少

120 萬桶，最終達到每日不超過

3250萬桶的水平。

該協議壹經達成，國際油價立

刻大幅上漲。2017年1月交貨的紐

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了4.21美

元，收於每桶49.44美元，直逼每

桶50美元的大關。

諾瓦克當天在莫斯科表示，俄

方支持歐佩克達成減產協議，這對

全球石油業來說邁出了重要壹步。

該協議主要目的在於恢復正常的供

需平衡，並長期使行業保持投資吸

引力。

諾瓦克說，俄方願參與到該份

協議中去。如果歐佩克能將產油量

降低到每日3250萬桶，則俄方願自

2017年起，每日減產30萬桶，逐步

降低產油量。

自2014年以來，受多重因素影

響，國際油價壹路走低，最低時價

格曾達到每桶30多美元。受原油價

格低迷的影響，俄羅斯外匯儲備大

幅縮水，本國貨幣貶值嚴重，經濟

前景壹直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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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migrant who arrived in America at the age of 
eight speaking no English, Secretary Chao’s experience 
transitioning to a new country has motivated her to 
dedicate most of her professional life to ensuring that 
all peopl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better lives.
As the first U. S. Secretary of Labor in the 21st 
century, Elaine L. Chao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merica’s workforce by 
restructuring department programs to empower 
workers and modernizing regulations to respond to 
the realities of the 21st century workplace.  Under her 
leadership,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chieved 
record results in protecting the health, safety, wages, 
and retirement security of the nation’s workforce.
“…Chao can boast tangible results from her 
effort to reform decades-old regulations in 

dire need of modernization. ”
The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15, 2007
Secretary Chao’s 
distinguished career 
spans the public, private 
and non-profit sectors. 
As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United Way of America, 
she restored 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one 
of our nation’s premier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after 
it had been tarnished by 
financial mismanagement 
and abuse. As Director 
of the Peace Corps, 
she established the first 

responsible manner," Trump said in a statement. "She 
has an amazing life story and has helped countless 
Americans in her public service career. I am pleased 
to nominate Elaine as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hao is the latest 
Trump pick who 
would very likely 
have shown up in 
any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in-
waiting, along with 
South Carolina 
Gov. Nikki Haley, 
longtime GOP 
fundraiser and school choice advocate Betsy DeVos, 
and Georgia Rep. Tom Price. (Trump's picks for U.N. 
ambassador, education secretary and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respectively.)
The growing number of establishment Republicans 
in the Cabinet — who could be joined by 2012 
presidential nominee Mitt Romney, a candidat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 are a sharp contrast to Trump's 
initial wave of appointments. Those were headlined 
by White House chief strategist Steve Bannon, who 
previously ran the controversial right-wing news site 
Breitbart, which has ties to the white nationalist "alt-
right" movement.
Chao wa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labor secretary, 
an appointment that made her the first Asian-American 
woman ever appointed to a Cabinet position. (Chao 
was also the only member of Bush's Cabinet to serve 
throughout his entire eight-year term.) She worked 
as a deputy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during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s administration.
Other candidates Trump was considering to head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cluded Pennsylvania 
Rep. Lou Barletta, one of the handful of congressmen 
to enthusiastically endorse his campaign in its early 
stages. (Courtesy http://www.npr.org)
Related

Biography Of Elaine Chao
Elaine Chao, the 24th U. S. Secretary of Labor who 
served from 2001-2009, is the first American woman of 
Asian descent to be appointed to a President’s Cabinet 
in our nation’s history.  She is the longest tenured 
Secretary of Labor since World War II, and the only 
member of President Bush’s original cabinet to have 
served the entire eight years of his Administration.

Elaine Chao, whom Trump picked Tuesday to head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worked in both Bush 
administrations, has ties to the 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has sat on numerous corporate boards 
and spent several years running 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 She is married to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Chao, an Asian American is eminently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having served two terms as Secretary of Labor 
in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prior to that 
having been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Transport.
Fox News, which has employed Chao as a contributor 
since her days as Labor Secretary, leaked the news late 
Tuesday, citing a high-level source in the President-
elect's transition team.
The channel said Chao, who it described as 'a 
Washington insider' met with Trump on Monday.
She is married to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R-Ky.
Chao, 63, was the longest serving Labor Secretary 
since World War II. According to Fox, she is the only 
member of Bush’s original cabinet to have served both 
two terms of his presidency.
Chao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1 at the 
age of eight. She had been born in Taiwan where she 
spent her early years. Chao's father worked 3 jobs a 
day before eventually becoming a shipping magnate. 
She is a graduate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nd also 
served for a time as director of the Peace Corps. Chao 
is also a fellow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POLITICS
"Secretary Chao's extensive record of strong 
leadership and her expertise are invaluable assets in 
our mission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in a fiscally 

Trump Picks Asian American Elaine Chao
As His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Trump’s trade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could 
seriously weaken the 
Philippine economy.
Trump’s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U.S. 
security partnership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towards China 
could also dash hopes for a revived U.S.-Philippines 
security partnership.
However, a compelling set of security guarantees from 
Trump with regard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ould cause the Philippines to scale back its pivot 
towards China.
Meanwhile, Vietnam has thus far remained friends 
with both the U.S. and China. And as it works to 
balance relations with these two nations, Hanoi is 
hoping the ASEAN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ny 
further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ovide 
some balance to any instability.
China warns Australia

During an annu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the talks were dominated by a discussion on 
implications of Trump’s victory.
China warned Australia to not side with Washington in 
an event where U.S. takes a stand against China.
Chinese officials told the Australian delegation to not 
allow U.S.-China disputes to transform into China-
Australia spats as well.
Additionally, China’s officials implored Australians to 
consider them as ‘Business Partners’ in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s.
In no uncertain terms, it was made clear that Australia 
needs to account for China’s interests while building 
the U.S.-Australia equation.
The day-long tal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so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the U.S. backing ou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WASHINGTON, U.S. - Donald Trump is set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eyes 
are on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superpowers will play out, since a trad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ould ripple across the 
globe.
The Republican's anti China-rhetoric may have 
succeeded in getting him to the White House, it 
won’t, however, be that easy to actually execute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ina-U.S. economic 
relationship.
On the campaign trail, Trump trumpeted his intention 
to designate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the 
first day of his presidency. But post-election, there has 
been, so far, no mention that will happen on Day One 
or at all.
In particular, Americ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more than $228 billion in China investments 
at stake in the event of a trade conflict between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Their track record of pushing back against Washington 
on trade indicates they’ll back their own interests - and 
thus China - if enmity erupts.
Beijing, on its part, has this message - Any move to 
tax Chinese imports would bring retaliation: The U.S. 
economy would take a hit and America would damage 
its longstanding ties with Asia.
Trump and Apple

Trump had promised to force 
Apple to build their computers 
and iPho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China.
Against the outsourcing of 
manufacturing to China, Trump 
believes that by forcing a 45 
percent tariff on Chinese goods, 

the U.S. would then become an attractive place for 
Apple to manufacture their own devices.
This plan could badly hit Apple, which would stand 
to lose millions in China, alone, a country which has 
an estimated 131 million iPhone users, unless the 
company moves to another country which is cheaper, 
and not the United States.
"Trump will not back down on America’s military 
presence in South China Sea"
Experts warn Donald Trump is unlikely to reduc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disputed reg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ccording to academic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think tank, there will not be 
a reversal in the Asia-Pacific policy, but the 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likely to continu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report, said that there will be no shift in U.S. 

position regar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aking sure “absolute 
control” over the disputed 
waters was the core of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Trump has not spoken 
much on his polic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where about $5 trillion 
worth of maritime trade 
sails through every year.

"Climate change not a Chinese hoax"
Donald Trump has claimed climate change is not 
real – views that have raised concerns among 
environmentalists.
In 2012, he tweeted, “The 
concept of global warming 
was created by and for the 
Chinese in order to make 
U.S. manufacturing non-
competitive.”
Now, Beijing had made it 
clear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hoax perpetrated by China.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ctually it was initiated by the IPCC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Republicans during the Reagan and 
senior Bush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late 1980s,” 

China's vice foreign 
minister Liu Zhenmin said, 
according to Bloomberg.
There are worries that the 
U.S. may seek to pull out 
of the Paris climate change 
deal only two months aft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Xi Jinping,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agreed to 
sign up for it at a historic 
ceremony in Beijing.
Trump’s trinkets 

meanwhile…
According to reports, Donald Trump’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Christmas ornaments may have been 
manufactured in China.
The product is a red ball cap ornament with the word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re is no mention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products 
were made. However, 
speculations were rife that the 
products were made in China, 
since most holiday decoration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manufactured there.
There are no photographs or labels on where the 
ornaments were made.
And if indeed they were made there, Trump is taking 
jobs to China, not to the U.S.
Once again…a conflict of interest?
Lawyers argue the president-elect’s business ties with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could breach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bank, a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 and the world’s 
largest lender by assets, is due to renegotiate its lease 
at Trump Tower in Manhattan during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The renewal of the lease adds to the list of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for the business tycoon-turned-
politici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mp and ICBC is one of the 
clearest financi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
elect and a foreign government and it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could spring from his 
sprawling business empire.
Trump,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lthough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more conciliatory towards 
Trump than towards his predecessor Obama, many 
feel tensions will continue to exi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hilippine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fear that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December 3, 2016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nd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outh China Sea

Elaine L. Chao and her husband, 
U.S. Senator Mitch McConnell

Elaine Chao, the 24th U. S. Secretary of Labor Elaine Chao arrived at Trump Tower last week to meet with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On Tuesday, he announced 
she was his pick to lead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Elaine Chao Walk On The 
Grounds Of The White House

Chinese Wary Of Trump's Anti-China Rhetoric                     
And Proposed Policies On Trade, Climate Change

programs in the newly liberated Baltic nations and the 
independent stat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er 
government service also includes serving as Deputy 
Secretary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Deputy Maritime Administrator, and White House 
Fellow.  Prior to her government service, she was Vice 
President of Syndications at BankAmerica Capital 
Markets Group and a banker with Citicorp in New 
York.
Secretary Chao earned her MBA from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nd an economics degree from 
Mount Holyoke College.  She also attended the 
12-college Exchange 
program at Dartmouth 
College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summer 
school.
Recognized with 
innumerable awards 
for her public and 
community service, 
she is the recipient of 36 honorary doctorate degree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globe.  A 
popular speaker on jobs, the economy, and U. S.  
competitiveness issues.  She serves on a number of 
corporate and nonprofit boards
The first Kentuckian named to the President’s 
cabinet since 1945, Secretary Chao is marri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Majority Leader, Senator Mitch 
McConnell of Kentucky. (Courtesy http://elainelchao.
com/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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