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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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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女性選民聯盟教育基金會休士頓女性選民聯盟教育基金會
表揚張文華傑出貢獻表揚張文華傑出貢獻

哈瑞斯縣第二庭庭長張文華法官(左)10 日於 Junior
League of Houston的第16屆餐會上﹐接受休士頓女
性選民聯盟教育基金會(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Houston Education Fund)表彰其傑出貢
獻﹐與另一名首位哈瑞斯縣首位跨性別法官 Phyllis
Frye一同接受表揚﹒張文華的丈夫心臟專科醫師張
少歐(右)陪同出席盛會﹒(報導詳見周日B4休城社區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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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文 蓋 軍 ) 由 地 產 開 發 商 Novel 
Creative Development 在 2015 年 底 推 出 的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推出後立即受到大量買主
青睞。

The Ivy Lofts 項目負責人吳小姐對來賓表
示：方便獨到的地點（Location）和別具一格
的精心設計以及非常方便的一站式的社區服務
是這個項目最吸引人的主要特色；銷售價格更
是這個項目的賣點，你只需投入小量資本就能
輕松的擁有五星級的家。

The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所在的位置位
於休斯頓市中心東部（East Downtown），開
車到 Downtown 僅有 1 分鐘，距離世界上最大

的德州醫療中心僅有 10 分鐘車程，並且 4 分
鐘駕駛就可到達休斯頓大學，讓因工作和讀書
帶來的交通困擾不再成為問題。

如果您是一位體育迷，那麼居住在 Ivy 
Lofts 將徹底讓你近距離全方位的感受美國體
育的魅力，近在家門有三大著名球場—NBA
豐田中心，休斯頓 Dynamo 足球隊主場 BBVA 
compass stadium， 太 空 人 隊 主 場 Minute Maid 
Park。此外，這個區域還近鄰大型會務中心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同 時，
市中心彙聚了休斯頓的博物館區，大型專業演
出劇場，戶外劇場，Hermann Park 公園區等都
是閑暇和周末活動的好去處。

此外，在城市別的區域無法複製的一個特
色是，TheIvy Lofts 擁有獨特的城市風景線，
（Downtown view），享有星空觀景臺，讓生
活品味顯現卓越超群。

貸款服務配套 節省購買成本
Ivy Lofts 項目立足客戶考量，不僅為客戶

節省時間，而且還為客戶節省購房成本，讓城
市中心購房夢想成為可供操作的現實。專門為
這個項目提供配套貸款服務的貸款公司包括，

JP Morgan Chase Bank，Legacy Mutual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 ，Finance Of 
America ，這些貸款機構將為客戶 提供的服務
類 型 包 括：Conventional loans, foreigner loans, 
challenged credit, 或者是 No document lending.

當天在 Ivy Lofts 項目辦公司，與該項目配
套的貸款公司 Finance Of America 負責人 Julia 
Eaglin 和 Ivy Lin 也向大家介紹了方便，快速，
便捷的客戶貸款程序。

首 先 是 Finance Of America 貸 款 公 司 推
崇為購房者提供了條件寬鬆的特別服務項目
（Special Program），對信用卡分數介於 500-
600 分的購房者要求有一定的彈性要求，讓更
多的購房者避免了因信用卡分數較低而無法獲

得貸款的窘況。提供貸款的效率高，利率低。
一般客戶 25 天至 30 天就可以完成貸款的程
序。他們推崇“以人為本”的宗旨，為大家提
供更多更人性化的貸款產品和更

全方位的優質服務。該公司提供一周七
天，一天 24 小時的不間斷服務，特別是客戶
在獲得貸款後存在的問題，仍然可以追蹤詢
問。

從投資的角度上講，Ivy Lofts 項目是一個
非常難得的投資機會，能夠預期為投資人帶來
相對穩定的 Cash Flow, 有限的市中心資源和土
地決定了其投資價值，與休斯頓市中心其他相
鄰的高層住宅相比，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的
售價明顯偏低，因此，隨著休斯頓市中心未來
地價的顯著增長，加上附近 EaDo 項目的建設
計劃，Ivy Lofts 項目投資收獲可期。

目前，The Ivy Lofts 的戶型銷售目前正在
熱賣當中，有興趣自住或者投資的人士，請盡
快和項目銷售部門聯系，以預先選擇自己理想
的樓層和戶型。辦公室工作時間每周七天，上
午 10 點到晚上 7 點，7 點之後需預約。

電話： (713) 489-5638
王小姐 電話：832-278-8091

貸款服務配套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
為您節省購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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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美南國際電視《正生論道》欄目請到演播室的是一位清皇室的直系後裔，中國當代
著名水墨畫家、慈善家、作家。她的名字叫愛新覺羅 •恆懿。

恆懿老師的曾祖父是端王，她的二祖父是慈禧太后冊立的皇儲大阿哥------本是光緒皇帝是
繼位人。溥儀皇帝和其弟溥杰是她的堂祖父。說的再直白一點，她是清朝格格。

這位格格以其親身經歷以及老一輩的言傳身教，寫下一本《我的皇室家族》，留給關心近代史
的讀者。書分為上中下3部分。上部講的清朝，中部講的是民國時期，下部講的是新中國。書中內
容豐富，簡直就是一座金山。要想通過半小時的電視欄目來挖掘這座金山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次訪
談講的是她家的親人被一灣海峽分成了兩岸。

話說她的十姑父是鎮守四川的將領。蔣委員長將他太太，也就是十姑姑和他們的孩子們先行送
到台灣。說是保護婦幼的安全，實際上是當成了人質。面對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率領的解放軍從
東、南、北三面而來的強大攻勢，十姑父選擇了順應歷史潮流。解放後還成為四川的政協副主席。
十姑父的部分子女則留在台灣。由於年齡太小，被抗日名將，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的夫人，
也就是八姑姑收養。直到今天，恆懿老師的許多表親仍然在台灣。一灣海峽割不斷家人的親情。
“中國一定會統一”，恆懿老師如是說。

《正生論道》欄目的播出時間是3月13日，星期一，晚7:30。敬請關注。

恆懿, 從家族成員談海峽兩岸成員談海峽兩岸

《《正生論道正生論道》》欄目主持人鄧潤京欄目主持人鄧潤京，，愛新覺羅愛新覺羅 ••恆懿恆懿（（前排坐者前排坐者））和節目錄製現場的觀眾和節目錄製現場的觀眾
。。攝影攝影：：黃相慈黃相慈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光鹽社於3月4日上午10時在該社
辦公室舉辦健康講座，營養師李曉芸獲邀以 「食用不同顏色食物
」為題，協助僑界人士了解水果和蔬菜對日常飲食的重要性與如
何每天食用更多水果蔬菜有益健康。

李曉芸營養師強調，含有高纖維的蔬果能夠維護消化道的健

康、提供飽足感，防止暴飲暴食、維護健康體重,並能降血壓、
膽固醇和血脂，減少冠狀動脈心臟疾病的風險。

為什麼要多吃蔬菜水果？李曉芸營養師說明,蔬果富含如維
生素A與C、鈣(Calcium)、葉酸(Folate)、鐵(Iron)、鉀(Potassium)
、鎂(Magnesium)等各種高維他命及礦物質。攝取足夠維生素A

可以保護你的眼睛和皮膚的健康、並且預防感染
和強化免疫系統。食物來源:多數紅色,黃橘色的
蔬菜水果及深綠葉,例如:杏子、哈密瓜、胡蘿蔔
、芥藍菜；維生素C可以保護牙齒和牙齦健康、
還有幫助傷口痊愈、促進免疫系統,增加鐵質的
吸收。食物來源:柑橘類、奇異果、各種莓、哈
密瓜、甜椒、西紅柿、西蘭花、抱子甘藍、綠色
包心菜、白花椰菜、馬鈴薯；鈣質則能幫助骨骼
和牙齒的健康、以及心臟、肌肉及神經的正常運
作，血液的正常凝結；葉酸能降低懷孕期間所造
成脊椎性畸形或其他神經畸形的風險、防止巨幼
紅細胞貧血(megaloblastic anemia)。例如:蘆筍、
西蘭花、芥藍菜、豆類和小扁豆、菠菜、草莓、
苣藚菜(Endives)、甜菜、白花椰菜、秋葵、抱子
甘藍、美生。鉀:蔬菜,例如:西蘭花、西紅柿、菠
菜、空心菜、番薯葉、茼蒿、韭菜、南瓜、番薯
、毛豆、蘑菇類。水果:香蕉、奇異果、櫻桃、
瓜類、杏子、橘子、油桃、紅棗、龍眼、柿子。

李曉芸營養師介紹藍紫色蔬果,保持泌尿道健
康，幫助記憶和健康的年齡老化,減少某些癌症
的風險。綠色蔬果，保護眼睛，防止白內障和黃
斑病變,保持骨骼和牙齒強壯,減少某些癌症的危

險。紅色蔬果，幫助記憶力,維護心臟、泌尿道的健康，減少某
些癌症的風險。橘黃色蔬果，保護眼睛，防止白內障和黃斑病變
,促進免疫作用、皮膚和骨骼健康，減少某些癌症的風險。白色
蔬果,減低心臟疾病及某些癌症的風險。

李曉芸營養師還介紹四季不斷蔬菜,例如：牛油果,甜椒、碗
豆、小白菜、西蘭花、芹菜、胡蘿蔔、生菜、菇類、蔥類、包心
菜、馬鈴薯、絲蘭、茄子。四季不斷水果,例如:香蕉、蘋果、檸
檬、木瓜。春節(三月至五月)蔬菜，例如：苦瓜、西蘭花、韭菜
、菠菜、瑞士甜菜。西洋菜、玉蜀黍、四季豆、荷蘭豆、蘆箏、
奶油生菜、紅葉生菜。水果，例如：杏子、鳳梨、草莓、荔枝、
橘子、芒果、蜜瓜、青檸等。夏季(六月至八月)蔬菜,例如：佛手
瓜、中國長豆、綠豆、毛豆、菠菜、生菜、黃瓜、甜菜、西葫蘆
、皇帝菜、秋葵等。水果，例如：蘋果梨、李子、黑莓、草莓、
哈密瓜、菠蘿蜜、櫻桃、油桃、榴蓮、葡萄、葡萄柚、龍眼、覆
盆子、西瓜、無花果等。秋季(九月至十一月)蔬菜,例如：南瓜類
、苣賣菜、瑞士甜菜、地瓜、紅薯、番薯、抱子甘藍、高里菜花
、日本蘿蔔、奶油南瓜等。水果，例如：番石榴、石榴、金橘、
百香果、蔓越莓、仙人掌果等。冬季(十二月至二月)蔬菜，例如
：抱子甘藍、羽衣甘藍、芥藍菜、韭蔥、日本小南瓜、夢蔔等。
水果，例如：棗子、梨子、柑橘類、柿子、奇異果、百香果等。

李曉芸營養師提醒僑界人士可以每周嘗試一種未嘗過的蔬菜
水果、或是用一種新煮法來增加變化，並且讓蔬菜水果成為主菜
，肉類、澱粉類則成為小菜,煮湯、炒飯時多加一點蔬菜。在廚
房里,把水果擺在明顯的地方，方便拿到。可以自已種蔬菜和水
果在花園裏或盆子裏。李曉芸營養師教導僑界人士自己動手做泰
式沙拉，簡單、方便又健康。

營養師李曉芸協助僑界人士了解水果和蔬菜對日常飲食的重要性
與如何每天食用不同顏色蔬果有益健康

休士頓光鹽社於休士頓光鹽社於33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111時舉辦健康講座時舉辦健康講座，，營養師李曉芸營養師李曉芸
以以 「「食用不同顏色食物食用不同顏色食物」」 為題為題，，協助僑界人士了解水果和蔬菜在日常飲食的協助僑界人士了解水果和蔬菜在日常飲食的
重要性重要性。。李曉芸營養師教導僑界人士自己動手做泰式沙拉李曉芸營養師教導僑界人士自己動手做泰式沙拉，，簡單簡單、、方便又健方便又健
康康。。((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宏武協
會昨（3 月 10 日 ）舉行記者會，介紹
該會將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26
日在休士頓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
辦 「世界之星 」 中華武術錦標賽，並
已開始接受報名，歡迎大家參閱網站
www.kungfucompetition.com 踴 躍 報 名
。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主持這場記
者會，他說： 除了25 日（ 星期六 ）
全天舉行武術錦標賽外，今年特別在
26 日（ 星期日 ）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舉辦一場中華武術盛會，由外地及本
地的老師及學生表演不同門派武術並
同時頒發第四屆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
金 」，今年榮獲$1000元獎學金的包括
：

Cheryl Pai - 貝 勒 大 學 學 生 ，
Joshua Gao- Memorial 高中，即將進入
A & M 大學。他們都是國際少林武術
中心的 學生。

榮獲$500 元獎學金的為：Lucy
Haigan- 為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學生
， 德 州 The Colony 「Lee's White
Leopard Kung Fu 」 的 學 生 ； Jeffson
Atienza , 休士頓大學學生- 德州休士頊
「America Shaolin Kung Fu 」 的學生

。
吳而立表示： 今年外地報名來參

加比賽的人數多於往年，包括紐約，
佛羅里達及加州過來的。

該會並將於 3 月 24 日（ 星期五
） 晚上開始接受現場報名，25 日上午
九點半錦標賽開幕典禮，有釋行浩（
程浩 ） 少林功夫學院表演舞獅。上午
十時，比賽正式開始。此集合防身、
健身、養生和娛樂等多種功能融於一
體的錦標賽，有超過四百多個項目，
包括： 外家，內家，傳統武術，現代
競技武術，對打、推手，從初學者到
高級者都可一展身手，大會備有冠、
亞、季軍和優勝者獎牌，總冠軍大型
獎盃，凡十二歲以下（ 包括十二歲 ）
參賽小朋友均將榮獲前三名外之優勝
獎牌。這次錦標賽在不同的年齡分組
中還分為四個組別： 習武一年以下；
一年以上兩年以下，兩年到四年； 和
四年以上四個組別。今年對打比賽，
規則增加，套路，對打，詠春（ 對打
比賽） 大致在周六晚間六時以前，所
有比賽結束。

另外，在 26 日（ 周日 ） 上午還
有武學大師武術講習會（Workshop ),
由胡鄰，王世元等師父主講，實際演
練武術、推手等等，歡迎大家踴躍參
與。

26 日（ 星期日） 中午十二時，還
有精彩的武術表演，並頒發2017 年宏
武傑出青年獎學金及總冠軍獎盃，須
憑票入場觀賞。詳情請至網站 www.
Kungfucompetition.com 參閱或諮詢電
話聯絡（713） 780- 4007

休士頓宏武協會創立於1985 年，
已在海外美南休士頓走過31 個春夏秋
冬，屬於非營利機構，活動不涉及政
治、宗教，宏武協會宗旨為發揚中華
傳統武術文化，藉由講座、武術研討
會與國術觀摩等教學方式，提供各族
裔習武之人交流切磋的互動平台，幫
助海外華洋子弟了解中華武術博大精
深，在海外推廣中華文武道德傳統理
念。

該會並於2014 年起，每年頒發獎
學金予優秀學習武術之青年子弟，以
茲鼓勵有恆心、有毅力、文武均優之
學子。今年為第四屆，宏武協會是美
國聯邦國稅局501（ C ) ( 3 ) 非營利慈
善免稅證號，讓本協會能更充足運用
資金，合理正當使用來竭力推廣中華
武術。

昨天出席記者會的除休市各大華
文媒體外，休士頓各大中外武術單位
的負責人幾乎全到齊了，足見休市武
術界的團結，包括 Blue Sigtangco Taiji
Kung Fu Academy,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
院，美國少林功夫Katy 少林功夫中心
釋延峰，孫煜超，少林寺文化中心釋
延禪，楊式太極永年中心楊俊義；
CWK TAIJI ,Philip Luk ( 陸才達 ），
美國少林功夫--- 休斯頓釋延鋒及永
年揚式太極金仲賢等多人。

宏武協會3 月24 日至3 月 26 日舉辦 「 世界之星」 中華武術錦標賽
並頒發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歡迎各界踴躍參加以武會友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 「中美
文化講壇 」邀請到鋼琴家鄒南茜女士於三月
十八日（ 下周六 ）下午三時，蒞臨萊斯大學
Shepherd 音樂學院 Duncan 音樂廳（ Duncan
Recital Hall ) （ 地 址 ： 6100 Main, Houston
TX 77005 ) 為休士頓愛樂者演奏蕭邦夜曲及詼
諧曲。本音樂會 為免費入場，請向中美寺索
票。預約 專綫：281-495-3100

另一場演奏 3 月 19 日（ 星期日） 下午
三時，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舉行，地址：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預約

網 址 ： www.
AsiaSociety.org/
Texas, 預 約 專 線
：713-496-9921

鄒 女 士 在 五
歲就開始接受音
樂教育, 她曾獲得墨爾本大學音樂學院獎學金
攻讀取得了音樂碩士學位; 之後她任教於澳洲
墨爾本、莫納什、臥龍崗等大學, 並於澳大利
亞及海外等地從事專業演奏,極受好評。鄒女
士也曾在中國、台灣舉行過多場獨奏音樂會,

並在上海音樂學院、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等授課
。她最近擔任“Rewrite”的首席鋼琴家,這是
一個專注於以音樂為療癒藝術的非營利樂團,
經常把她的音樂獻給老弱窮苦的人,她目前在
籌劃一個無年齡限定的鋼琴比賽來推廣音樂的
普及性。

鄒南茜教授鄒南茜教授 「「蕭邦之夜蕭邦之夜」」 夜曲及詼諧曲演奏會夜曲及詼諧曲演奏會
33 月月1818 日及日及33 月月 1919 日兩場日兩場，，可向中美寺索票可向中美寺索票，，免費入場免費入場

圖為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圖為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 中立者中立者 ）） 在記者會上介紹世界之星中華武在記者會上介紹世界之星中華武
術錦標賽細節術錦標賽細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出席記者會的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圖為出席記者會的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羅茜莉夫婦羅茜莉夫婦（（ 前排左三前排左三，，左左
二二）） 與休市各大武術功夫學院及宏武協會代表在記者會上合影與休市各大武術功夫學院及宏武協會代表在記者會上合影。（。（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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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薩斯州功夫節
從武術中探尋生命的力量

（本報訊）第二屆德克薩斯州功夫
節將於 2017 年 4 月 22 日在休斯頓 Brazos 
River Park 舉行。這項活動的宗旨是以（武
會友），弘揚中國武術文化。

德克薩斯州功夫節的創辦者釋延峰師
傅將邀請 25 家各門各派功夫大師和藝術
家，率領自己的學生從各地區前來參加功
夫節。屆時能看到少林功夫、 跆拳道、 
空手道、 太極拳、 詠春拳等傳統功夫，
也有音樂、舞蹈，舞獅、舞龍表演，其中
還有遠道邀請來的西雅圖和拉斯維加斯的
幾位特別來賓。

去年，有 600 多名觀眾參加了德克薩
斯州功夫節，大家目睹了各種門派的功
夫展示。受益匪淺 表演者從 4 歲到 60 多
歲，他們來自不同的學校。表演者多種風
格和形式的變化，融進了硬性和軟性的功
夫，精彩的表演令人嘆為觀止。功夫節期
間，每個參與的功夫學校都舉辦一個講習

班，為公眾教授基本的武術形式。大多數
與會者學習了一些用於保健的基本功夫，
了解了健身和武術的關系。大家還觀看了
舞獅、舞龍、中國豎琴、舞蹈等各種文化
節目。

組織者以功夫節為契機，將這次活動
募集的款項捐助給德州陽光基金兒童癌癥
中心和 DePelchin 兒童中心。希望以這種
方式，告訴所有熱愛中國功夫的人們：真
正的幸福是給予，（幫助別人 完善自我）

釋延峰師傅理解的中國的少林功夫有 
10 概念：謙卑、 意願、 尊重、 耐力、 
慈悲、 毅力、 信任、 忠誠、 耐心、 勇
氣。這些特點使學習者獲得健康的心靈和
健康的身體，同時追求個人的完善和挑戰
極限，體驗功夫所帶來的好處。

釋延峰師傅 1987 年 05 月生於河南，
4 歲進少林寺習武，是第三十四代弟子，
少林寺禪武傳人，少林寺傳統武學傳人，

（本報記者秦鴻鈞）甫於去年十二月剛在糖城
新開張的「 小廚娘」（ Cooking Girl ) 餐館，
開張三個月，已在糖城地區小有名氣，挾著在
Montrose 一帶經營川菜館的優勢，更雄心勃勃

的要把他們的獨家特色菜
推廣到全美。而在糖城推
出的絕美佳餚，就是他們
決心在全美「 遍地開花 
」的第一步。
       走進「 小廚娘 」，
下 午 二， 三 點， 餐 館 還
留著一些 Party 未散的客
人，門口向陽的卡座，也
坐了一些吃食聊天的客
人，大家顯得非常開心，
「 小廚娘 」 滿足了他們
對美食的需求與享受。他
們都是開張至今來了多趟
的回頭客！
      「 小廚娘 」 的成功
第一步，在於他們選料嚴
格，注重質量，儘量用「 

有機 」食材，如牛肉，則採用安格斯牛肉，
鷄肉，用走地雞，而豬肉，則採用黑毛豬，食
材的講究，是他們成功的第一步。
      「 小廚娘 」 的獨家招牌菜，包括金針菇

「小廚娘」糖城地區最吸引回頭客的餐館
選料嚴格，注重質量，「 有機」食材烹出絕美佳餚

全國武術冠軍，歐洲武術冠軍，一級運動
員，武術 7 段，國家級裁判，國家一級教
練員，美國少林功夫院長。他擅長少林
十八般兵器 , 少林象形拳 , 硬氣功。他曾
出訪過四十多個國家進行表演、教學，以
及影視拍攝。

今年的德克薩斯功夫節不僅有精湛的
功夫表演，還有超過 15 項功夫挑戰遊戲
供參與者共享。這些遊戲有功夫熊貓、畫
臉、打木板、鐵砂掌、漢娜繪圖等。大人
和孩子們在活動中可以測試他們的體力和
耐力、學會新的健身方式、 結識新的朋
友。

主辦者希望以武會友，推廣中國武術
文化，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參加以支持，弘
揚中國武術文化，從武術中探尋生命的力
量！

肥牛，粉蒸排骨，＂爽＂牛肉，香爆牛腱子，
梅菜扣肉，茄角之戀，麻辣燙，涼拌吳郭魚，
＂糯＂肘子，雙椒鷄，跳水魚，彩椒牛肉丁，
口味蝦，水煮牛肉 / 肉片，負責人羅莉手藝出
色，無論雙椒雞，彩椒牛肉丁，糖醋排骨，桂
花糯米藕，小廚娘粉蒸排骨，其菜色的層次感
非旁人能及，只有真正識貨的老饕能看出其真
功夫，「 小廚娘 」 的開設，為本來中餐館不
多的糖城又打了強心針，糖城的居民想吃到像

圖為糖城「小廚娘」餐廳內部美崙美奐的陳設。
（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小廚娘」的獨家特色菜：桂花糯米藕（右 
），糖醋排骨（上），彩椒牛肉丁（下）（記者
秦鴻鈞攝）

 圖為糖城六號公路邊上的「小廚娘」餐廳外觀。（記者秦鴻鈞攝）

樣的好菜，不必遠赴中國城，在當地就可品嚐
佳餚，一飽口福。
      「小廚娘」位於六號公路與 University 路
的交口，即六號公路過 59 高速西行，在 90 號
公路之前的 University  路 U turn 即至。地址：
636 Hwy 6, Suite #100, Sugar Land , TX 77478, 
餐廳營業時間： 每天上午 11 時至晚間 9：30 
，餐廳電話：281- 242 -1131

2017 SXSW 美國南方音樂節
03/12 台灣參展團與表演藝人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

（本報訊）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暨經濟部工業局謹訂於美國奧斯汀時間 3月12
日 ( 日 ) 下 午 6 點 30 分 於 Carmelo’s Italian 
Restaurant, 舉行2017年 SXSW 美國南方音樂節
03/12台灣參展團與表演藝人媒體記者餐會，誠
摯邀請您的蒞臨。

 一、活動資訊 :
【活動時間】106 年 3月12日 (日 )下午 6

點 30 分正式開始
【活動地點】Carmelo’s Italian Restaurant, 

504 E 5th St, Austin, TX 78701

【活動名稱】2017年 SXSW 美國南方音樂節
03/12台灣參展團與表演藝人媒體記者餐會

 二、餐會主題
台灣文化部與經濟部，首度在本次聯合參展

團隊。參展團成員包含：文化部與經濟部的代表
官員，加上大京藝術組成的專業商務代表，以及
資策會與其合作的 VR 廠商，共超過 70人的代
表團參展。希望前往宣傳台灣優勢資源，以全球
50 億人的數位商務市場最為終極目標號召歐美
合作夥伴。

如本次參展的 VR 廠商 FUniques 與 Lyra，其
中Lyra已在美國上市，產品也已經有一定知名度
並頗受歡迎與累積很多使用族群將聚集到會場
體驗新產品發佈。除了二家公司推廣新的技術與
產品，代表團也期望能在台灣館與各國代表交
流，並與不同類型的廠商，互相分享台灣的高端
技術與其他科技公司，音樂產業資源，並藉由互
相學習與商務洽談，開展未來合作機會。

台灣參展團將在3月11日陸續抵達奧斯汀，
組成本次表演團隊的堅強陣容，是曾受到「金曲

獎」、「金音獎」以及國內外大獎肯定的各方好手，
其中包括曾獲「金曲獎」最佳嘻哈歌手葛仲珊、
曾以「金曲獎」最佳樂團、原民特色雷鬼音樂風
格歌手 MATZKA，以及入圍「金曲獎」最佳新人獎
的Hello Nico，再加上新生代靈魂女歌手黃玠瑋、
Trip Hop 電子迷幻樂團孔雀眼，以及2011年奪
得 DMC Taiwan Champion、並代表台灣參加全世
界僅20人入選的國際 DJ大賽的 DJ 問號等六組
藝人，六組藝人將於3月14日在 SXSW 音樂展著
名場地 Elysium 進行「台灣之夜」(Taiwan Beats)
演出，該場地位於奧斯汀演出活動中心，人潮聚
集，預計也將大大提升台灣藝人演出關注度。

 近幾年台灣眾多藝人前往南方音樂節參
展，透過「台灣之夜」的 Showcase 演出，讓台灣
藝人引領華語流行音樂的實力，持續在國際間的
高度矚目。以 2015 年為例，「台灣之夜」演出獲
主辦單位與媒體推舉為該屆最出色表演團隊，
2016 年更獲得全美三大媒體 (ABC, Fox, NBC) 同
步報導宣傳，並因其高規媒體角色，引起全球同
步轉載媒體效益。

 台灣音樂新生代的力量，都將因為參與國
際展會演出的接軌，創造更多商務合作契機。如
同大京藝術創意總監嚴子貿先生所言，台灣近
幾年來向美國推展台灣流行音樂成果豐碩，包括
美國獨立音樂協會 (A2IM)及美國在臺協會 (AIT)
都積極向我方表示，歡迎具有國際發展潛力的
雙語藝人與美國藝人或作曲家共同合作，推展
台灣流行產業在華人消費市場的未來商機，並
持續發酵華語流行音樂品牌推廣國際的經營成
效。

癌症治療過程中，放化療是最常用的方
法。放療是採用高能放射線殺死腫瘤，化療是
注射化學藥物來殺死腫瘤。放化療雖然能夠取
得一定療效，但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也對正
常組織細胞無選擇性殺傷，通常會給患者帶來
副作用或不良反應。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精選 Class A 頂級野生
綠蜂膠為原料，採用當今國際無酒精超臨界專
利萃取技術。野花牌綠蜂膠在放化療聯合應用
過程中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它能提高放化療
的療效，有效殺傷腫瘤細胞，抑制腫瘤復發轉
移，延長癌症患者的生存期。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野花牌綠蜂膠含有
獨一無二的阿特匹林 -C 及 400 多種活性成分，
給癌症放化療遇到的艱難瓶頸帶來了全新突
破。野花牌綠蜂膠在保證放化療正常進行的同
時，注重免疫力提升，確保患者順利完成整個
治療過程。在放化療前後服用野花牌綠蜂膠，
可以減少白細胞降低、噁心、嘔吐、食欲減退、
脫髮等副作用，從而合理加大放化療藥物的劑

量，以取得更好療效。
1、消除機體疲勞感。野花牌綠蜂膠可以

顯著提高免疫力，修復受損的免疫系統，提高
抗氧化能力，清除有害自由基，消除機體疲勞
感。

2、改善消化系統異常。野花牌綠蜂膠緩
解噁心、嘔吐，恢復正常的食欲和消化功能，
能夠保護胃黏膜，改善胃腸功能，增加食欲與
飲食量，明顯減輕放療導致的胃腸道不良反應
和毒副作用。

3、預防骨髓損傷。野花牌綠蜂膠能夠對
抗放療對外周血細胞造成的傷害，對骨髓造血
功能也具有明顯的保護和促進作用，預防放化
療造成的骨髓損傷，有利於放化療週期的完成
與提高臨床治療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保護癌症患者，安全度過放
化療週期。野花牌綠蜂膠可抗組織胺、保護心
臟不受放化療毒性損傷、對化療導致的肺和肝
臟毒性可直接或間接解毒、保護骨髓不受化
療藥物損傷，同時對放化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野花牌綠蜂膠適合接受過手術或正在進行
放化療的癌症患者，對自身免疫力和治療效果
的提升有著重要作用，為患者爭取更多治療機
會的同時，也為進一步治療提供了堅固的身體
基礎。

 
加 拿 大 衛 生 部 天 然 品 NPN#80006418·

美 國 食 品 藥 品 監 管 局 FDA 登 記 註 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北美亞太
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地 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

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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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現代汽車在 2017 年 J.D. Power 汽車可靠
度調查中的排名大幅提升，其用戶提出的汽
車問題的減少程度在所有車款中排名第六。
每一百部現代汽車中發生的問題數量減少了
百分之十六。藉此，現代汽車比去年提升了
十三個排名，這是現代史上最高的排名。

美國現代汽車顧客滿意部門副總裁 Barry 
Ratzlaff 提到，「現代對產品品質的承諾是我
們整體策略中的基礎部分。J.D. Power 的汽
車可靠度調查表明了現代汽車為顧客帶來更
好產品所做的努力。品質是顧客關切的首要
元素，我們一直有在嘗試按照 J.D. Power 新
車品質調查中衡量車款的準則來改善現代汽
車長期的可靠性」。

J.D. Power 也把現代汽車的 Sonata 評為
中型車款級距中的第二名。此外，現代汽車
是在業界中每一百部車輛的平均問題數量增
加的情況下飛速提升 ( 業界平均每一百部車
輛增加四個問題 )。

汽車可靠度調查以及新車品質調查是
J.D. Power 兩個主要的品質調查報告。汽車
可靠度調查衡量的是已經上市三年的車款，
主要專注於引擎 / 變速器、駕駛經驗，以及
音響 / 溝通 / 娛樂 / 導航等類別。成績參數

越低表示品質越高。新車品質調查則是衡量
車主購買新車九十天後的品質。此外，J.D. 
Power 還有一個汽車性能、執行，與設計布
局調查 (APEAL)，專門衡量顧客對其新車設
計、內容、布局，以及性能的感覺，以及全
新的科技經驗指數調查，衡量顧客對汽車科
技的整體經驗。

北 美 現 代 汽 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
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現代全車系由北
美 現 代 汽 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 美
國市場的超過八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行分
銷。此外，這些車行還提供相關汽車保養和
維修服務。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
有「全美最佳保固計畫」，包含新車有限保
固 5 年 6 萬哩，動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以及 5 年不限哩數的路邊緊急救援服
務。此外，擁有 Blue Link 遠程信息主哩系
統的現代車主還能享受現代汽車提供的 Blue 
Link 連接管理服務，加入的話能享受一年免
費。這些管理服務包含自動碰撞通知、加強
道路救援、車輛診斷警報、每月車輛健康報
告，以及車載調度服務。

新世紀通訊春季大促銷

（本報訊）新世紀通訊，全美 T-Mobile
網絡預付計劃專業連鎖系統 Metro PCS, 目
前正展開春季大促銷活動。時間從 1 月 23
日至 4 月 5 日，特別促銷方案一開始上市，
位於中國城王朝廣場專門為華人服務的新世
紀通訊專營店，辦理業務的顧客每天都絡繹
不絕，奔走相告。

因為無論您是來開新的電話號碼還是保
留原來號碼轉來 T-Mobile 網絡的，或者是
使用 MetroPCS 已經滿三個月的用戶通通可
以有資格免費挑選一款 4G LTE 寬屏幕智能
手機 , 十幾款名牌手機任您挑選。無需簽合
約無需付開戶費和轉戶費。而且全美統一專
業配送的手機都有一年的保質期。

另 外 本 專 業 系 統 有 適 合 個 人 和 家 庭
2--5 條線無限快速上網的家庭套餐供您選
擇：

如果你想要整月上網都是高速，看電視
看電影、視頻通話、導航 ... 沒問題！！只
需＄60/ 月；另外還可以加至 5 條線，每線
只需 $30；除主線無限高速上網外，其余的
線都可以無限上網（包括 8GB 高速）

如果您只需要普通網速，無限流量上
網，2 條線家庭套餐，只需 $50/ 月；（每

條線每月只需 25 元，就可以無限打電話，
在沒有 WiFi 的情況下也可以無限上網聊微
信了）

新世紀通訊：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
持承蒙各位新老客戶的厚愛，新世紀通訊才
有了今天的局面以及全美本專業連鎖系統一
直遙遙領先的業績，衷心感謝大家一如既往
的信任與支持！

您的手機費多付了嗎？您的手機網速夠
快嗎？請來新世紀通訊了解最新資訊和優
惠。
Amazing Wireless（新世紀通訊）
電話：832-266-8368（週一至週六 10:30 
am---7:00pm)
地 址：9600 Bellaire Blvd Ste132，
Houston, TX 77036(Dynasty Plaza) 

現代汽車在 J.D.POWER 汽車可靠度調查中

         排名大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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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 STAAR TEST學測在即
IQ TUTORING CENTER是您孩子課業的最佳幫手

免費專車接送服務 周六課程一律免費 

 說中文而又有意戒煙
的人士可獲得免費的戒煙貼片

從今年（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至四月二
日，《華語戒煙專線》將爲居住在美國，並説
國語及粤語的戒煙人士，提供兩星期的免費尼
古丁貼片，送完即止。在此期間，《美國疾病
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將開展名為【前吸
煙者的忠告】的煙草教育活動，鼓勵吸煙者致
電 1-800-838-8917 索取免費貼片及戒煙輔
助。如果想利用此優惠，吸煙者必須説國語或
粤語；並通過《華語戒煙專線》的戒煙顧問報
名，及確認是否適合使用尼古丁貼片。

「我們想讓吸煙人士知道：戒煙雖然
不容易，但是他們可以做得到。」Asian 
Smokers’ Quitline 運作的《華語戒煙專線》
專案部經理 Caroline Chen 博士説。「戒煙
往往需要嘗試好幾次才可以成功，但經証實有
效的治療及輔導確實可以提升戒斷的機率。我
們鼓勵所有住在美國並說華語的吸煙者打電話
給我們來獲取免費的幫助。我們了解他們的文

( 休 士 頓 / 劉 嘉 芳 報 導 ) 您 的 孩 子 聰 明 嗎 ? 來 IQ 
TUTORING CENTER 能讓您的孩子更聰明 ! 位於百利大道
黃金商圈國泰銀行二樓的 IQ TUTORING CENTER,

小班制教學，每班僅收 8 名學生，且提供免費專車到校及
到府接送服務，德州一年一度的 STAAR TEST 學測在即，您
的孩子如需加強課業協助，IQ 專業課輔中心將是您最佳的幫
手。

為了讓無法準時下班的雙薪家庭父母能無後顧之憂，IQ
課輔中心特別將周一至周五課輔時間延長至晚間八點，周六課
程全程免費不收費。如果您的孩子需要個別輔導，IQ 也提供
一對一家教服務。

化背景並說他們的語言。請千萬不要錯過這個
機會！

任何吸煙的人都可以成功地戒煙。事實
上，目前在美國，已戒煙的人比還在吸煙的人
要多。調查顯示，七成以上的吸煙人士都想要
戒煙。而研究証實，在任何年紀戒煙對健康都
有益處。
戒煙後的好處
•減低患肺癌或其他各類癌症的風險。
•減低患心臟病，中風及外周血管疾病（心臟
外血管收窄）的風險。
•幾乎可以馬上減低心臟病的風險。
•減低呼吸道症狀，如咳嗽，喘息及氣短。
•減低引發肺部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風險。
•減低對育齢婦女不孕的風險。孕婦戒煙會減
少嬰兒出生體重過低的風險。

《華語戒煙專線》的電話戒煙輔導及輔助

1-800-838-8917 推廣期由三月一日至四月二日，送完即止

位 於 百 利 大 道 國 泰 銀 行 二 樓 的 IQ 
TUTORING CENTER 課輔中心，有最專業認
真負責的課輔老師，老師們除了每天為學生輔
導學校課業外，還會準備英文、數學等各種測
驗題，協助學生通過各項測驗，成績優異的資
優學生，IQ 還會提供進階課程，讓資優學生
的學習成績能更上一層樓。

IQ TUTORING CENTER 招 生 對 象 為
4-18 歲學生。採小班制教學，每班僅收 8 名
學生，為了讓忙於工作無法接送孩子的父母無
後顧之憂，IQ TUTORING CENTER 還提供
免費接送服務，課輔中心可以到校或家裏接送
孩子到 IQ TUTORING CENTER。這項服務
完全免費，不收取任何費用。

IQ TUTORING CENTER 教學內容涵蓋
閱 讀、 寫 作、 物 理 化 學。(Reading , Algebra , 
Geometry and Physics)。課後輔導時間為每周一
至周五下午 3 點至晚上 8 點。周六上午 9 點至
下午 2 點。周六課程一律免費，不需繳交額外
費用。

為強化孩子的學習成果，IQ TUTORING CENTER，於
周六開設 SAT 班，及一對一個人家教班，您家中的孩子如果
有一對一家教需求，也歡迎致電 IQ，保證收費合理，價格公
道。報名專線 : 281 -908-1212 或  832-387-0762

 IQ TUTORING CENTER 中國城分校位於中
國城精華商圈國泰銀行二樓，方便華人家
長接送。

 IQ TUTORING CENTER為學生舉行慶生會，
讓學子感受家的溫暖。

除了協助孩子提升課業外，IQ TUTORING CENTER 還會舉辦聖誕節
萬聖節等 party，讓孩子樂在學習。

藥物如尼古丁貼片，都可以有效地幫助吸煙者
戒煙。同時使用戒煙輔導和藥物，比只用其中
一種更爲有效。戒煙期間使用戒煙輔助藥物能
幫助減輕煙癮以及其他戒煙癥狀。

最新的研究數據顯示，不同的亞裔族群吸
煙的流行程度有明顯的差距。根據 2010 年
至 2013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亞裔吸煙者佔全
美國吸煙者人口總數 10.8%，其中華裔男性吸
煙者佔華人人口 13.1%。在美國，吸煙是導致
疾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同時也是最可以預防
的。吸煙殺害的美國人每年有 48 萬，同時也
是影響到其他一千六百萬美國人的種種疾病的
罪魁禍首。

更 多 的 戒 煙 資 訊 可 以 在 網 上 索 取 
https://asq-shop.org/collections/fact-
sheet。請今天就撥打 1-800-838-8917 致電
《華語戒煙專線》

關於《ASQ 華語戒煙專線》：
《ASQ華語戒煙專線》由Asian Smokers’ 

Quitline (ASQ) 經營。ASQ 為在美國的亞裔
社區用粵語、國語、韓語和越南語提供免費，
以實證為基礎的戒煙服務。研究已經證明 ASQ 
的服務可以倍增吸煙者戒煙的成功率。

我們鼓勵所有說華語的吸煙者打電話到
《ASQ 華語戒煙專線》獲取免費的戒煙幫助。

我們也歡迎吸煙者的朋友和家人報名參加這個
服務，學習如何幫助吸煙者戒煙。說華語的戒
煙顧問已經準備好隨時為您提供有用的資料。
吸煙者還可以獲得兩週的免費尼古丁貼片。送
完即止。

我們鼓勵服務於華人社區的醫療服務者和
社區負責人瀏覽我們的網站，並點擊【網上轉
介】，把說中文的吸煙者轉介到《ASQ 華語戒
煙專線》。說華語的戒煙顧問會為你們的病人
提供戒煙輔導和免費的戒煙貼片。

請瀏覽 www.asq-shop.org 以索取有關戒
菸的免費宣傳資料和單張。運費全免。

ASQ 是由《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所資助。自從 2012 年成立以來，已
爲全美國 50 洲，超過 10,000 名亞裔人士提
供服務。

ASQ 的服務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美國
西岸時間早上 7:00am 至晚上 9:00pm ( 美東
時間早上 10:00am 至凌晨 12:00am)
•國語及粤語 1-800-838-8917 www.asq-
chinese.org
•韓語 1-800-556-5564 www.asq-korean.
org
•越南語 1-800-778-8440  www.asq-viet.org
To learn more about ASQ (in English), visit: www.
asiansmokersquitline.org.

Email:  iqtutoring2010@gmail.com。中國城分校地址 : 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36 ( 國 泰 銀 行 二 樓 )。
Kirkwood 分校地址 :12000 Bellaire Blvd Suite 160 Houston TX 
77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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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悅三重奏將在春初驚蟄週末為您帶來歡
喜樂章 – 作曲家石青如獻給摯愛台灣的鉅作 
“生命的頌歌”! 透過不同樂器的心絃共鳴 , 
表達人們對大自然 , 生命 , 萬物的讚嘆而獲得
生命的啟示 . 搭配著石青如博士歌頌生命與母
土的美麗樂章 , 亞悅三重奏特別邀請來自加卅
的國畫家陳筱瀾女士，在現場做即席水墨畫創
作 , 想更接近台灣一步的朋友別錯過喔 !
 

本次慶祝世界新生命的樂集還包括鋼琴才
女克拉拉舒曼身懷六甲時寫的鋼琴三重奏 , 及
作曲家圖里納 (Joaquín Turina) 詼諧而充滿驚
奇的西班牙風情 . 此外甫獲 2017 年 Houston 
Young Artist 殊榮的亞悅三重奏青少年團也將
參與演出具有年輕活力的法國浪漫作曲家拉羅
的作品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亞悅三重奏音樂會 生命的頌歌
星期六 2017年3月11日 Saturday, March 1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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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移民局四月三日起,暫停H-1B加急服務
移民局 3 月 3 日表示，因

H-1B 案件積壓嚴重，移民局
將於四月三日起，暫停加急服
務。
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加
急服務可能暫停6個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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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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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大
幅調漲申請費。綠卡延期的申
請費（I-90）從$365 漲到$455
，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從$325漲到
$460。親屬移民(I-130)申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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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全面實行辦理
護照、旅行證網上預
約制度。 申請人
需要提前登錄“中國
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
線預約”網站（http:
//ppt.mfa.gov.cn/ap-
po/）在線填寫資料
並預約辦證時間。預
約成功後，需依照網
頁提示打印出所需文
件，在約定時間攜帶
相關資料（含紙質護照照片）
由本人來館遞交申請。除遺失
護照急於回國的臨時訪美人員
申辦旅行證或申請人有其他極
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情況
外，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
的護照、旅行證申請。
3. 自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
有效期 B1/B2、B1 或 B2 簽證
的申請者，必須在首次前往美
國旅行前登記。所有申請者的
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旅客的
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
過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
效。登記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
的姓名、出生日期和護照及其
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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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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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政府軍收復古城巴爾米拉敘利亞政府軍收復古城巴爾米拉 音樂家廢墟上演奏音樂家廢墟上演奏

近日近日，，在敘利亞中部古城巴爾米拉在敘利亞中部古城巴爾米拉，，音樂家在被損毀的古羅馬露天競技場上演奏音樂家在被損毀的古羅馬露天競技場上演奏。。敘利亞軍方宣布敘利亞軍方宣布，，政府軍當政府軍當
天成功收復敘中部古城巴爾米拉天成功收復敘中部古城巴爾米拉。“。“伊斯蘭國伊斯蘭國””20152015年年55月攻占巴爾米拉月攻占巴爾米拉。。去年去年33月月，，敘政府軍收復這座古城敘政府軍收復這座古城。。去去
年年1212月月，，在政府軍集中兵力收復北部重鎮阿勒頗之際在政府軍集中兵力收復北部重鎮阿勒頗之際，“，“伊斯蘭國伊斯蘭國””再次奪取巴爾米拉再次奪取巴爾米拉。。巴爾米拉古城位於敘首都巴爾米拉古城位於敘首都
大馬士革東北大馬士革東北200200多公裏處多公裏處，，有有20002000多年歷史多年歷史，，1980198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產名錄。。

英國舉行臘腸狗時裝大賽英國舉行臘腸狗時裝大賽
五顏六色爭奇鬥艷五顏六色爭奇鬥艷

俗話說俗話說，，人要衣裝馬要鞍人要衣裝馬要鞍，，寵物狗們也寵物狗們也““愛穿愛穿””漂亮衣裳漂亮衣裳。。英國威爾英國威爾
士的彭布羅克郡就迎來了別開生面的士的彭布羅克郡就迎來了別開生面的““臘腸狗時裝賽臘腸狗時裝賽”，”，讓人壹飽眼福讓人壹飽眼福。。
在彭布羅克郡的壹片沙灘上在彭布羅克郡的壹片沙灘上，，臘腸狗主人們帶著精心裝扮過的寵物狗臘腸狗主人們帶著精心裝扮過的寵物狗，，紛紛
紛在沙灘紛在沙灘TT臺上亮相臺上亮相。。有的狗狗脖子上掛著閃亮的金屬項圈有的狗狗脖子上掛著閃亮的金屬項圈，，身穿嬌嫩的身穿嬌嫩的
粉色衣服粉色衣服，，遠遠透著壹股名媛範兒遠遠透著壹股名媛範兒；；還有的寵物狗走小清新路線還有的寵物狗走小清新路線，，身穿休身穿休
閑衣閑衣，，脖子上系著壹條綠底碎花小圍巾脖子上系著壹條綠底碎花小圍巾。。甚至還有主人給狗狗戴上了拉風甚至還有主人給狗狗戴上了拉風
的毛邊帽子的毛邊帽子，，拉著狗狗在沙灘上遛彎時拉著狗狗在沙灘上遛彎時，，壹副威風凜凜的樣子壹副威風凜凜的樣子。。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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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民
眾

﹁﹁粉
墨
登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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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

印度北方邦印度北方邦BarsanaBarsana，，當地民眾互撒彩色粉末慶祝胡裏節當地民眾互撒彩色粉末慶祝胡裏節。。圖為壹圖為壹
位民眾位民眾““全副武裝全副武裝”，”，但渾身依舊變成彩色但渾身依舊變成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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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居民消

費價格（CPI）漲幅保持在3%左右。價

格問題，歷來為各方所關註。記者近日

采訪代表委員中的壹些專業人士，請他

們展望與民生貼近的壹些商品價格走勢

情況。

【油價】“油價走勢，是今年企業

非常關註的壹個話題。”全國人大代表、

東航集團總經理馬須倫告訴記者。

在過去的壹年中，歐佩克和俄羅斯

等產油國聯合減產救市的措施令已經跌

至低谷的國際油價觸底反彈。與2016年

年初的低點相比，如今石油價格幾乎翻

了壹番。進入2017年，國際油價已經穩

居每桶50美元上方。

馬須倫說，去年的國際石油均價大

約每桶43美元，而綜合多家投行的預測，

今年有可能達到每桶55美元，這意味著

近28%的漲幅。全國政協委員李毅中也

表示，國際油價有望穩定至50或60美元

左右。

油價上漲對各行各業的影響都比較

大，尤其是交通運輸業。以航空公司為

例，其成本的30%來自於燃油。油價每

噸上漲100元，東航集團的成本就要增

加6.5億元。

如何對沖油價上漲帶來的壓力？馬

須倫說，航空公司正在努力壓縮成本，

包括飛機改裝、減重飛行和優化航線。

“簡而言之，今年用油量大的企業要做

好過緊日子的準備。”

發改委之前表示，2017年國際油價

輸入性漲價壓力有可能加大。壹些旅客

也擔心，隨著油價上漲，包括航空公司

在內的交通運輸企業會不會漲價以轉嫁

壓力？

對此，馬須倫表示，航空公司目前

的第壹選擇是內部消化成本壓力。加價

不加價，主要取決於市場供需情況。

“現在經營國內航線的航空公司已超過

50家，市場競爭異常激烈。隨著高鐵網

絡的成型，高鐵對民航的替代作用也越

來越明顯。所以對於漲價問題，航空公

司會非常審慎。”

【金價】整個2016年，國際黃金價

格上漲約8%，四年來首次實現年度正增

長。2017年隨著世界經濟不確定性的增

加，很多投資者關心，金價會不會“更

上壹層樓”？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銀行副行長許

羅德，曾擔任過上海黃金交易所理事長。

許羅德說，黃金擁有兩大屬性：商品屬

性和金融屬性。從當前的發展趨勢看，

黃金的金融屬性變得越來越強。

“我個人對今年金價走勢的預期比

較看好。”許羅德說，原因很簡單，經

濟不確定性越強，黃金作為避險資產的

價值就越發凸顯。

2013年，我國曾經出現過壹撥大媽

狂買黃金的熱潮。雖然很多人認為大媽

們是在盲目投資，但許羅德認為，這件

事加深了國人對黃金投資的認識，也讓

世界看到了中國黃金市場的潛力。

“買黃金並不是為了單純博取中短

期的價格上漲收益，而是家庭資產配置

的壹種手段。”許羅德告訴記者，本次

兩會上他帶來壹份促進居民資產負債健

康發展的建議。所謂居民資產負債表，

類似於企業資產負債表，描述了居民家

庭資產中，金融資產（現金、存款和股

票等）和非金融資產（房地產、車輛）

的構成情況。

權威數據顯示，2014我國居民非金

融資產在家庭資產的占比60%左右，近

年來比例還在持續上升。在非金融資產

中，房地產占比90%以上。壹旦房地產

價格出現較大調整，將對居民財富產生

不小沖擊。金融資產中，存款等收益相

對較低的資產配置較為集中，占比在

55%以上，可見我國居民的資產多元配

置和風險分散化不足。

許羅德認為，從資產配置的角度看，

黃金投資可能是不錯的選擇之壹。壹個家

庭如有100萬元的資產，配個5萬元的黃

金應該是可行的。現在壹些銀行也推出了

全新的黃金產品，可同時滿足居民對於黃

金投資、消費等多方面的需求。

【肉價】別小瞧“二師兄”，在我

國豬肉價格歷來是觀察物價的重要窗口。

例如今年1月份，受春節因素影響，豬

肉價格上漲7.1%，影響CPI上漲約0.19

個百分點。不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

新數據顯示，2月下旬50個城市的豬肉

平均價格為 29.5 元／千克，環比下跌

1.4%。

對於近期的肉價情況，全國人大代

表、湖北省英山縣百丈河惠農科技養殖

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金初認為，會以保持

平穩為主。王金初給記者算了壹筆賬，

按照2016年底當地的行情，壹頭生豬每

千克的價格為18元左右，除去仔豬和飼

料成本，每頭豬可以給養殖戶帶來約300

元的收益。

生豬的收購價，直接影響市場上的

肉價。中泰證券農業行業首席分析師陳

奇認為，由於2016年上半年出現大量母

豬補欄的情況，國內的生豬存欄在2017

年有望同比小幅回升，而豬價在二季度

後可能進入緩慢下行的通道。

豬價的波動，是王金初比較擔心

的事情。她建議，如果碰到市場行情

很不好的時候，可否考慮由政府部門

給予適當補貼，避免養殖戶的損失過

大。“養殖戶如果都不願意養豬了，

就會影響生豬供應，豬肉價格也會隨

之上漲。”

此外，2016年湖北等地遭遇洪澇災

害，很多養殖戶遭受較大損失。王金初

認為，在發生大的災害時，相關部門也

應給予養殖戶壹定的幫助。“尤其對於

貧困養殖戶，更要加大幫扶的力度。”

2017胡潤億萬富豪榜：十位超級富豪八位來自美國
綜合報導 全球擁有億萬富翁最多的城市是北京

（94個），它連續第二年將曾經的世界首都紐約（86

個）擠下首位。但是德國人也呈上升勢頭，富豪榜的

推出者胡潤說，德國的億萬富翁達到了109個，比上

年增加27人，從而領先印度排在了第三位。

德媒稱，居住在上海的英國人胡潤發布了2017年

全球富豪榜。在這個全球最尊貴的俱樂部當中，講中

文的人越來越多。全球68個國家的2257名億萬富翁當

中，來自中國的超級富豪有609個，也就是說超過了四

分之壹。因此，中國與美國(超級富豪552個)的差距進

壹步拉大。今年錄得的億萬富翁人數是史上最多的。

據德國《世界報》網站報道稱，全球擁有億萬

富翁最多的城市是北京(94個)，它連續第二年將曾

經的“世界首都”紐約(86個)擠下首位。但是德國

人也呈上升勢頭，富豪榜的推出者胡潤說，德國全

國的億萬富翁達到了109個，比上年增加27人，從

而領先印度排在了第三位。

報道稱，胡潤發現，到2017年1月的截止日期之

前，所有億萬富翁的財產總共增長了16%，達到8萬億

美元，大約相當於全球經濟產出的10.7%。“全球財富

以引人註目的速度迅速集中到億萬富翁的手中”，他

表示。他認為，財富的增長已經與經濟發展脫鉤。過

去五年內，世界經濟舉步維艱，而超級富豪的數量卻

增加了55%（至少擁有10億美元才能加入這個專屬俱

樂部）。“今年上榜的新面孔有343個”，胡潤說。

錢大幅增多的原因是美元價格重新上漲和全球

股市飆升。引人註目的是，中國億萬富翁的數量增

加了41個。這還是在他們面臨著雙重阻礙的情況

下：人民

幣對美元

價格保持

穩定，而上海股市僅僅漲了7%。

但是中國企業家在物流零售、電子商務等領域

壹路領先。除科技因素外，它們是財富增長的新的

推動因素。相反，對於工業生產或房地產交易來說

2016年則是糟糕的壹年。

報道稱，胡潤自1999年起每年發布中國富豪榜。

從六年前開始，他也推出了全球富豪榜，而近兩年中

國人壹直位居榜單前列。

中國女性也是同樣。在151位“白手起家的女

億萬富翁”中，中國人占了121席，也就是說幾乎

占了80%。“對中國女性企業家的發展來說，中國

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全球十大富豪中仍有不少熟悉的西方面孔。十

位超級富豪中有八位來自美國。比爾· 蓋茨（微軟）

以810億美元拔得頭籌。他之後是86歲的沃倫· 巴

菲特（伯克希爾—哈撒韋），後者的財富增長了

15%，達到780億美元。

排名第三的是傑夫· 貝佐斯（亞馬遜），財富

增至720億美元。兩位最富有的中國人——房地產

與電影大亨王健林（300億美元）和阿裏巴巴的馬

雲（290億美元）分列第19位和第20位。

出於現實考慮，研究者首次也對億萬富翁中的

移民進行了統計。其中9%是壹代移民。最著名的

有移民背景的億萬富翁是谷歌的創始人謝爾蓋· 布

林，他也以360億美元成為最富有的移民。“移民

在世界財富創造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胡潤說。

32歲的馬克· 紮克伯格（臉書）以580億美元

成為十大億萬富翁中最年輕的壹個。而在所有億

萬富翁中最年長的則是超級富豪的傳奇人物——

老戴維· 洛克菲勒。他將在6月12日度過102歲的

生日。

油價、金價、肉價……
代表委員眼中的“三價馬車”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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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opical sea tour.
Construction is under way to expand the Sanya 
Phoenix Island International Cruise Terminal, which 
connects Hainan with the Paracels, the report said.
China began daily civilian charter flights between 
Hainan’s Haikou and Woody Island in the Paracels in 
December, but the routes mainly serve officials and 
stationed soldiers. (Courtesy www.scmp.com/news/
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said on Tuesday during the NPC in Beijing that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sovereignty claims in 
the area.
“One of our priorities is to strengthen ou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tarting from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he 
said.
Xiao said 10 “residential committees” has been set up 
in the Paracels, including Woody Island, where China 
has stationed military equipment and soldiers. Such 
government agencies were set up to “exhibit China’s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Xiao said.
He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hether China would 
extend its presence to other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umber of tourists to the Paracels surged 48.8 per 
cent last year to 12,038, the document said.
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porter joined one of 
the tour groups last year, comprised of only Chinese 
citizens, and found the trip mixed strong displays of 
patriotism with the usual sun and fun associated with 

Two major cruise ships now operate in the Paracels, 
the Drea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hangle 
Princess.
The ships visit three islands in the Crescent group of 
the Paracels, which are known as the Xisha Islands in 
Chinese.

The city of Sansha administers the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luding the Spratlys, the 
Paracels, and Scarborough Shoal. Its mayor, Xiao Jie, 

the joint drills, the U.S. military announced that 
a part of the controversial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rrived in South Korea for deployment as early 
as April.
A C-17 cargo plane reportedly landed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s Osan Air Base,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eoul, carrying two trucks, each 
mounted with a Thaad launchpad.
South Korean military officials said, more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is scheduled to start 
arriving in the coming weeks.
Takashi Kawakami,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ecurity at Takushoku University in 
Tokyo has said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could put the U.S. in a stronger position to 
consider a pre-emptive strike on North Korea.
He said, if the United States took such action, 

“North Korea is going to make a counterattack on the 
U.S. or Japan or another place, so in this case they will 
use THAAD” to defend against the North’s missiles.

‘Stop Thief’
Meanwhile, soon after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 
on Monda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held an urged 
meeting and strongly condemned the launches as 
a "grave violation" of its resolutions barring North 
Korea from developing missile technology.
The Security Council denounced Pyongyang's 
"increasingly destabilising behaviour."
It has vowed further measures.
North Korea meanwhile lashed out at the Security 
Council statement, calling it a "brigandish act like a 
thief crying 'stop thief!'"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in the state-run 
media that the Security Council had "wantonly violated 
a sovereign state's right to self-defence."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The authorities in southern China want to launch tour 
flights to the Paracel Islands in a disputed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f approved, the move is likely to further anger Vietnam, 
which also has territorial claims to the Paracels.
China claims almost 90 per c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Other reefs and islands in the waters that China 
considers its own include the Spratly Islands, which 
are also claimed by Vietnam, Taiwan,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Chinese cruise ship to operate in disputed 
area of South China Sea
The air tour plans have been listed as a priority by the 
authorities on the southern Chinese island of Hainan 
this year and they are trying to gain approval from 
the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the military, according to 
a document released by the province’s delegates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in Beijing.
Chinese firms already operate cruise ships in disputed 
area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these would be the 
first flights to the region.

Hainan is the centre of cruise ship operation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island is aiming to expand the 
scale of its tours to the Paracels.
Sun, surf and patriotism ... life as a tourist 
cruis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mbitions, and issued threats to Donald Trump’s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and further set the 
delicat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blaze.
China has,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 nations, 
condemned and voiced disapproval against 
North’s threat, and has vowed to implement 
more stricter sanctions on the reclusive nation.
China last month, decided to ban all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drawing castigation from 
Pyongyang, that said "a neighboring country, 
which often calls itself a 'friendly neighbor,'" 
was "dancing to the tune of the U.S."
However, last week, following the missile test, 
U.S. said it had begun shipping its controversial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to South Korea, 
in the wake of the North's provocative actions 
and both countries said they were engaged in joint 
drills in the region.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on Wednesday 
that the tests by the North and the joint drills across 
the border in South Korea were causing tension to 
increase like two "accelerating trains coming toward 
each other."
Addressing his annual news conference, Wang said, 
“China's suggestion is, as a first step, for North Korea 
to suspend nuclear and missile activities, and for the 
U.S. and South Korea to also suspend large-scale 
military drills.”
He said such a "dual suspension" would allow all sides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dding, “Holding nuclear weapons won't bring 
security, using military force won't be a way out. There 
remains a chance of resuming talks, there is still hope 
for peace."
Wang further said, “The two sides are like two 
accelerating trains coming toward each other with 
neither side willing to give way. The question is: are 
the two sides really ready for a head-on collision? 
Our priority now is to flash the red light and apply the 
brakes on both trains."
While South Korea and U.S. have argued that the 
system is needed to defend against missiles threats 
from North Korea, and is not targeted at other nations, 
China believes it to be a security threat.
Beijing has said the missile system has radars that are 
capable of peering deep into the country’s north and 
parts of Russia, .
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THAAD deployment, a 
diplomatic standoff between Beijing and Seoul has 

BEIJING, China - China, fearing a dramatic escalation 
of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employed a 
two-pronged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n one hand China has urged its regional ally North 
Korea to refrain for conducting any more nuclear or 
missile tests, and on the other it has urged the U.S. 
and South Korea to decide against deployment of 
the missile defence system that has led to growing 
tensions.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or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anti-missile system has 
threatened to tear apart diplomatic relations that have 
been built over years.
Tensions between regional allies, that were already 
high after North Korea’s two massive nuclear tests 
conducted in 2016 along with dozens of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conducted through the year -  peaked 
further after North Korea fired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in 
to the waters near Japan this week.
This was the second such missile test conducted by 
Pyongyang this year, with the first one conducted on 
February 12.
With North Korea disregarding an earlier UN ban on 
nuclear tests in 2016, Resolution 2321, the toughest 
san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were 
imposed late last year.
Undeterred, Pyongyang pushed forward its nuclear 

spread beyond just arguments - affecting the nation’s 
businesses.
Chinese authorities reportedly suspended businesses 
of about two dozen retails stores of South Korean 
hypermarket chain, Lotte Group for a month, allegedly 
for violating fire safety norms.
In more economic backlash, China even suspended 
ticket sales and tour packages to South Korea, and 
further issued calls to boycott South Korean products 
like K-dramas and K-pop concerts.
Seoul, in turn said that it would ensure that Korean 
companies don’t face unfair trade measures in China 
ahead of the growing rift.

Calls have also been made for the country to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owever, the country’s escalat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scandal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country to generate 
a sound response so far.
America Has Its Own Agenda
Meanwhile, rejecting China’s suggestion to scale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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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le Princess began its maiden voyage last week 
from Sanya to the Paracels.

North Korea Fired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Waters Near Japan, Igniting Tensions

China Urges U.S. To Remove  THAAD --
Urges North Korea To  Stop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s

First Cruises, Now Flights … China Plans To Fly
Tourists To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Establishment of the THAAD project in South Korea 
was met with Public out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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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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