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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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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注兩岸
及國際動態﹐16日晚間節目中探討川普亞洲行與德州
教堂槍擊案等國際熱門話題﹐多位評論員一起加入討
論﹐給予社區不同角度看新聞﹒讀者也可掃描報上
直播網站二維碼﹐手機收看﹒

節 目 剪 影節 目 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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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技藝術家黃心健大型光雕創作台灣科技藝術家黃心健大型光雕創作
美國德州燦炫演出美國德州燦炫演出

20172017希望之音聖誕音樂餐會希望之音聖誕音樂餐會
希望之 癌友關懷合唱團2017聖誕 樂饗宴

希望之 癌友關懷合唱團將
於 12 9 星期六上午 10:30am 1:
30 pm在Hilton Houston Galle-
ria Area 6780 Southwest Fry,
Houston TX 77074 舉辦癌症關
懷聖誕 樂饗宴。 樂餐會的宗
旨是 集結愛 、激發信 、燃昇
抗癌 命的希望。

樂餐會節 豐富多彩:著名
女 演唱家 筱華、豎笛演奏家

黃奕明和鋼琴家 Roy Wylie 教
授合 作演出舒伯特的精典名作
:岩 上的牧 。指揮家黃奕明男
獨唱:神劇彌撒亞選曲。癌症
研 究專家張學鈞醫師專題演講
:整體醫學與戰勝癌症。承蒙各
位 師共襄盛舉，太精彩 !希爾
頓 飯店美食佳餚，精美禮品摸
彩……歌聲，琴聲，講座，美
食……真愛相隨。千萬別錯過

佳節 樂 饗宴!
希望之 癌友關懷合唱團是

由 群抗癌勇 、家屬和癌症關
懷志 所組成。藉由歌聲唱出
的希望，帶 醫治。合唱團成立
五 ，扶持眾多癌友和家屬，在
社區中播下愛和希望。每 次歡
聚練唱，關懷探望病中癌友。
每 舉辦癌友關懷 樂餐會。

癌友免費報名 加(以治療

中和近期完成治療者優先，額
滿即 )報名電話:2817858846 或
7136613490 回覆。 歡迎社區
善 購票 與盛會，傳递真愛。
購 票 電 話:2816205557，
2816602654， 2814955307。截
期 11/30/2017，座位有限，報
名或購票從速。

光雕投影燦爛奪目，電子音樂響徹雲霄，
深秋的休士頓糖城市市政大廳廣場15日變得很
台灣，台灣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教授大型光雕
創作 「械動影(Psychic of Light)」，吸引約500位
糖城市民以及休士頓的藝術愛好者，高達7.5公
尺立於市政大廳前的的氣球及巨大機械手臂，
吸引觀眾目光，市民目不轉睛觀賞充滿台灣民
俗宗教及流行風味的電音演出，現場氣氛歡樂

，近一小時表演結束後，觀眾意猶未盡，繼續
聚集討論台灣新媒體藝術驚人發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處長家彥
致詞表示， 「械動影(Psychic of Light)」係由台
灣國際著名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教授創作，黃
教授今年剛剛獲得威尼斯影展虛擬實境(VR)體
驗大獎，在創意及創作經驗上都屬一流，將具
有台灣本土風味的民俗符號元素，以光雕、電

音方式表達，成為最大特色
。

糖城市代理市長Steve Por-
ter 致詞指出，光雕新藝術在
德州是嶄新的表現與嘗試，感謝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及台灣文化部，為市民帶來如此
令人驚豔的新藝術作品，市民得以享受藝文、
充實的一晚。策展人劉昌漢先生也

是糖城市民，致詞提及策展過
程的種種挑戰與困難，但在文
化部、休士頓辦事處台灣書院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休士頓
中美文化講壇以及多位僑領大
力支持下，始有機會讓台灣最
具特色的跨域藝術，呈現在美
國南方，也告訴美國主流社會
台灣不僅有強大的電子科技產
業，更有結合科技的新媒體藝
術。

市政大廳廣場向為民眾日
常聚集休閒場所，首演現場參
觀者橫跨各種族裔、年齡層，
亦有民眾自行攜帶座椅或席地
而坐，氣氛一如欣賞戶外音樂
晚會。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Houston)數位科技系15位學生
亦慕名而來，在現場觀賞後，
向械動影團隊領隊曹筱玥教授

及工程人員請益製作技術及創意養成，討論熱
烈。當地政要多人及僑領僑胞均出席觀賞，現
場充滿藝術氣息，演出計約1個小時，當晚7時
30分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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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將在十二月二日舉辦美南國建會將在十二月二日舉辦
（本報訊）美南國建會將在

十二月二日, 星期六, 中午假僑教
中心舉辦會員餐會, 歡迎會員踴躍
參加.

美南國建會擬定2017-2018活
動計劃如下 :

2017 年度會員餐會: 12/2/2017
11:30至2:30在CCC TECO舉辦

2018 青年專業人員和學生網
絡 活 動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Network Event): 3/10/
2018在慈濟舉行

2018 會員春季野餐: 4/7/2018
在 Sugarland Eldridge Park Pavilion
舉行

2018 多 元 高 峰 會 (Diversity
Summit): 5/4/2018 在 Sugarland
Marriott 舉行 2018 科學, 工程, 及
技術研討會 (SETS): 6/9/2018 在
Sugarland Marriott舉行美南國建會

40週年慶祝宴: 6/9/2018晚在Sug-
arland Marriott 舉行 2018 科學, 工
程, 及技術研討會 (SETS) 的主題
是最新電腦資訊科技, 包括人工智
慧 (AI), 自動控制 (Automation), 大
數據科學 (Big Data Science), 及深
度學習(Deep Learning) 等等. 會中
將探討這些技術對我們生活的影
響. 我們很高興請到孔祥重院士
, 哈佛大學電腦科學系威廉蓋兹講
座教授, 前來 SETS 發表專演講及
與此
間專家學者相互討論. 我們也將邀
請國內專家學者或長官前來共襄
盛舉.為了加强與會員及大眾的連
絡, 我們成立了 ACAP Facebook群
.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同時也可查
閱 我 們 的 網 頁 – WWW.
ACAP-USA.ORG.

(本報訊) F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主辦
時間: 11/19/2017 12:00 PM – 4:30 PM
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目標對象: 德州台灣留學生及工作青年
費用：免費 (報名填表者提供免費台式便當與珍珠奶茶)
報名 link: https://goo.gl/forms/ Xgz609SW7b5xxKov2
11/15/2017 截止報名
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 一年一度的海外青年職涯講座將於

今年11/19舉辦。 這是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為年輕僑民及學子所籌辦
的第四次職涯講座。 有別於往年的模式， 今年的講座將以經驗演講

分享及互動問答兩部分所組成。 我們邀請到的講師包括休士頓地區
聲望極高的亞洲化學的創辦人和董 事長楊朝諄博士， 世界最大陸地
鑽油公司Nabors的副總裁暨財務長蘇柏斌學長， 糖城華人界享富盛
名的光電半導體公司AOI的人資長Johann a Chiang，僑教著名的葉
茂森公司法與移民律師。 講師們以主題演講的方式來涵蓋移民法律
、創業、企業經營、 職涯選擇、升遷晉升、商場應對、徵人選才等
主題；之後， 並以分組Q& A的方式來與講師當面討論我們青年在
職涯上所遇到問題或是困惑。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期望我們台灣海外
青年， 能夠在跟大師與成功者的討論中，找到自己的職場地位與策
略， 並成功應用在自身未來的職涯發展，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7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技術研討會成功舉行
兩百多位中外人士共襄盛舉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 職涯講座職涯講座

（本報訊）（2017年11月3日）2017年 「美國華人石
油協會」石油技術研討會，於11月3日在 Marathon 會議中
心隆重舉行。本年度 CAPA 會長和會議主席 陳家杰 (Jeff
Chen) 博士致歡迎詞。 CAPA領導團隊其他主要成員，包
括副會長張世曉博士，財務長金虹博士等悉數出席。 CA-
PA董事會主席馬龍博士，副主席李怡德博士等也全程參加。

研討會以&quot;復甦之路：整合與創新如何幫助能源行業持
續成功發展和適應&quot; 為主題。受持續低油價影響，石油和天
然氣工業仍然處於可能是歷史上最嚴峻的低谷期。近一段時間以
來有新跡象表明，石油行業的複蘇可能已經日益臨近。然而，全
球經濟發展疲軟導致的供求關係不平衡，新能源技術的迅猛發展
帶來的激烈競爭，以及以全球變暖問題為代表的環保壓力，都是
傳統石化能源行業需要不斷面對的挑戰。怎樣充分利用技術創新
，繼續加強不同領域之間的緊密合作？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興
技術潮流日新月異的發展將對傳統石油行業帶來哪些意義深遠的

影響？處於復興道路上的能源行業如何就此實現新一輪持續成功
的發展？在本年度的技術專題研討會上，來自工業界、學術界的
技術專家、行業領袖，和與會代表們一起就這個主題進行了深入
而廣泛的探討。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到 2016/17 年度地球物理協會(SEG)主席
Bill Abriel, ExxonMobile地球物理經理黃曉君博士，BP 高級分析
主任 Josh McCall 和 Subsea Engineering 水下工程副總裁 Dr. Do-
reen Chin 四位嘉賓主講人，就業界關心的問題做了主題演講。
午餐會上，財務長金虹博士主持了對CAPA贊助者的答謝會。下
午，大數據的專題討論會吸引了很多參會者，大家對CAPA主辦
這樣的活動反應極好。

根據四個不同專業主題而劃分的同時展開的小組別會議共計
收錄論文近40篇，主題涵蓋廣泛，從傳統深水勘探到大數據的
應用，從非常規生產開發到石油經濟學，精彩內容層出不窮。而
連續第七年進行的學生論文競賽，由於今年吸引到多於往年任何
一屆的報名數而分為兩組分別進行。來自 UT Austin，Texas
A&amp;M, Univeristy of Houston 等一流院校多位優秀的中國留學
生展現了新一代學生的嶄新風貌，所有的參賽論文無論是學術水
品還是主講人的演講技巧都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讚賞。經過評委們
熱烈的討論，陳家傑博士和張世曉博士宣布了四位脫穎而出的優
勝者名單，為他們頒發了CAPA提供的優勝獎金， 也為本次研
討會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國建會工作小組國建會工作小組

國建會理事會國建會理事會

歡迎愛新鮮超市進駐休士頓歡迎愛新鮮超市進駐休士頓
iFresh愛新鮮超市全新面貌，快來Gessner 和Harwin店先嚐鮮！

芝加哥首演大獲成功,18日獻演休城Stafford Center
20172017中華文化大樂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中華文化大樂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

【本報訊】從芝加哥傳來消息,由中國國務院僑辦主辦,以中
國海外交流協會人才資源部副部長邵蜀望為團長的”中華文化大
樂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一行30人的北美慰問演出11月11
日在芝加哥首演大獲成功!20位小演員的的精湛演技和成熟,嚴謹
的舞台表演得到了觀眾們的熱烈讚賞!給久居海外的華人及後裔

們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和鼓舞!
晚會所有節目都是獲獎劇目,個個都是從全國各地精心選拔

的藝術小天使,再由湖南衛視導演團隊組建的亞歌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精心打造. 他們的到來將為中美文化交流和華裔青少年對祖
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推波逐浪!休斯敦的朋友們,這樣的一台藝術

盛宴您捨得錯過嗎?他就像是一本集聲,光,電,色彩為一體的活脫
脫的中華文化教科書即將展現在大家面前……來吧! 11月18日讓
我們相約在Stafford Center,不見不散!

還有少量餘票,欲購從速! 聯繫電話:713-516-5186

(本報訊)美國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華人超
市集團愛新鮮(iFresh, Inc.，納斯達克股票代號：
IFMK)11月18日休士頓店正式剪綵開業、邀請當代
著名影視紅星劉曉慶旋風再次席捲休士頓、親臨現
場為全美首家上市的華人超市愛新鮮、股票代碼
IFMK助陣、並為華人人口越來越密集的亞裔社區
帶來高品質華人超市購物體驗，繼續拓展高端華人
超市版圖。

開業當天購滿$200的前100名者，贈送劉曉慶
的現場親筆簽名書。購滿$150，贈送泰國五象牌香
米一包（25磅），價值$20.99 購滿$100，贈送黃國
寶米一包，價值$11.99 購滿$50，贈送阿舍面一大
包（5小包），價值$4.99. 購滿$30，贈送本超市購
物券$2. 凡入超市購買者即贈送板栗仁一包或能量
棒一包。贈送商品不可重複。

每日產品！每日鮮！傳承中國城超市和鮮速遞
（nymart.com）的精神與工藝，美國第一家掛牌上
市的華人超市集團iFresh帶著“鮮”氣十足的美譽
強勢來襲！集合進口出口、零售批發、農場種植，
水產養殖、海產捕撈、物流配送，餐飲服務為一體
的綜合型優勢，iFresh以拳拳赤子之心維繫中美兩
國美味的牽絆、搭建友誼的橋樑，為您奉上最新鮮
、最地道、最誠心的故鄉美食和農場自供當天送到
的生鮮蔬果。

集團在二十年的經營中不斷擴展壯大，在競爭

激烈的美國超市行業中昂首挺立，不但是全美最大
規模的亞洲超市集團之一，更成為美國第一家掛牌
上市的華人超市集團。

iFresh為進口出口、零售批發、農場種植，水
產養殖、海產捕撈、物流配送，餐飲服務為一體的
綜合型集團。用拳拳赤子之心維繫中美兩國美味的
牽絆、搭建友誼的橋樑，iFresh為您奉上最新鮮、
最地道、最誠心的故鄉美食和農場自供當天送到的
生鮮蔬果。每週特價集團擁有遍布全美多地 10餘
家實體超市，以及鮮速遞(nymart.com)大型在線購
物網站，無論您習慣到超市自選，還是輕輕一點、
一鍵下單的網購一族，您的好幫手iFresh滿足所有
需求。

每天有新鮮！每周有特價！最誠心的家鄉味道
、新鮮美味，不用剁手，輕鬆帶回家！

連鎖超市集團在紐約、波士頓、佛羅里達、馬
里蘭、加州、德州等地開設共近20家集生鮮食品
、日用百貨、母嬰保健於一體的大型連鎖超市。

批發零售集團擁有為全美最具規模的亞洲食品
批發商龍勝行，經營數千種產品，每年進口數千個
集裝箱的亞洲食品，為上千家超市供貨。

iFresh 愛 新 鮮 超 市 位 於 5708 S.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36、電話832-380-8885、原MA-
MA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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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年1212月移民排期月移民排期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2013年07月01日, 第

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
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年03月08日, 第
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
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6年07月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 年 07 月 15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

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

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

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
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年11月15日, 第
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
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年09月01日, 第
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
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06月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 年 10 月 01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

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

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2011年02月01日中國大陸2011年

02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12月22日中國大陸2015
年12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年11月22日中國大陸2010
年11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 2005年09月08日中國大陸2005年
09月08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2004年06月08日中國大陸2004年
06月08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2012年01月01日中國大陸2012年
01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6年11月01日中國大陸2016
年11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年09月01日中國大陸2011
年09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 2005年12月01日中國大陸2005年
12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 2004年11月15日中國大陸2004年
11月15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 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
偶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

了雙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
排期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
的 排 期 表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得綠卡。 2017年11月份
的排期表，親屬移民申請人可以用快
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I-485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
申請人只可以用慢表(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 遞 交
I-485移民申請。 2017年12月份的排
期表能否都用快表，還需要等移民局
的進一步通知。

最新移民消息
美國移民局於2017年8月28日宣

布，自10月1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
份調整（I-485）將需要面談。

川普總統 8 月 2 日週三發表正式
聲明，支持由阿肯色州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和喬治亞州參議員普
度（David Perdue）提出的“加強就
業改革美國移民”法案，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
ployment，簡稱RAISE。 ）其主要條
款如下：為了減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
勞工搶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合法
移民名額在十年內刪減一半，由每年
100萬人減為50萬人。取消兄弟姐妹
和成年子女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子
女申請父母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綠
卡抽籤計劃。採取類似加拿大和澳大
利亞的“積分制”，注重申請人的語
言能力、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年齡
、經濟實力、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
來考慮綠卡申請。

美國移民局於7月24日宣布，恢
復部分H-1B加急處理服務。此次恢
復加急處理服務的H-1B申請要求雇
主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非營利
研究機構」、 「政府單位的研究機構
」或其附屬機構。移民局 3 月 3 日表
示，因H-1B案件積壓嚴重，移民局
將於 4 月 3 日起，暫停加急服務。加
急服務可能暫停6個月左右。這意味
著今年所有新的H-1B簽證都不能使
用加急程序。而延期或者換雇主，從
4月3日起也不能申請加急服務。

美國移民局USCIS 7月19日宣布
，凡在申請2018財政年度H-1B的申
請人中，未被計算機系統抽中者，移
民局已將其申請文件全部退還完畢，
並在今年 5 月 3 日完成了所有被抽中
H-1B 申請人的數據錄入工作。如果
您已在今年 4 月 3 日-4 月 7 日期間進
行了H-1B申請遞件，但在7月31日
之前,即未收到來自移民局幸運抽中的
通知信（Receipt Notice）、或也未收
到未抽中的申請退還文件包(returned
petition)，請聯繫為您辦理申請H-1B
的律師，或查詢移民局網站，了解您
的H-1B申請進展。

旨在鼓勵外國企業家來美創業的
EB-6 政策被推遲到明年三月執行，
並且很可能被撤銷。根據2016年8月

25日的版本，符合資格的企業家可獲
得兩年的合法停留，且如果公司運營
良好，可再延長三年。具體要求為：
佔有初創企業至少15%的股份，並積
極參與企業的運營， 企業是過去三年
以內在美國創立的，而且 能證明其企
業在就業創造和商業發展方面的潛力
。可通過以下幾點來證明其潛力：1.
企業獲得了至少$345,000 來自合格的
美國投資者的投資，該投資者要有投
資成功的先例；2. 獲得來自聯邦、州
、或本地政府至少$100,000 的獎勵或
者撥款；或者3. 以上兩點滿足一點或
者兩點，並且其它任何可以證明該初
創企業能夠快速發展和就業創造潛力
的其它可靠證據。然而新政府認為，
此政策會剝奪美國公民的就業機會，
因此建議推遲甚至撤銷該政策。原文
鏈 接 為 ： https://www.federalregister.
gov/documents/2017/07/11/
2017-14619/international-entrepre-
neur-rule-delay-of-effective-date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移民表格全面改
版。日前，美國移民局針對親屬移民
申請出台了新政，對親屬移民申請流
程中的表格I-130和I-485進行了全面
更新改版。對比新舊兩版 I-130 表格
，頁數從2頁增加到12頁。而新版的
I-485 表格，頁數從 6 頁增加到 18 頁
。這一政策主要為了打擊“假結婚”
等非法移民美國的行為。為了打擊
“假結婚”等移民美國的詐欺行為，
美國移民局由新I-130A表格取代原有
的G-325表格。並明確規定，如果申
請人是通過與公民或綠卡持有者結婚
獲得的美國綠卡，那麼將不具備為新
配偶申請配偶綠卡的資格，除非滿足
以下例外情況之一：已成為美國公民
；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能提供充足
的證據，證明令其獲得配偶綠卡的上
一段婚姻真實；4. 婚姻是因為喪偶而
終止。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排期. 國
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表
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
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排到取得綠卡。但是由於最近名額緊
張，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國務院依
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

快 表 排
期 排 到
的 申 請
， 只 按
照 慢 表
接 受 申
請。

移
民 局 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
期 五 在
官 網 正
式 宣 布 ， 已 經 收 到 超 過 65,000 個
H-1B 常規名額和 20,000 個留給在美
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H-1B
申請。換句話說，今年H-1B申請的
名額已被全部用完。移民局會先抽取
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
的兩萬個名額，沒有被抽中的在美國
獲得碩士或以上學位的申請將會被放
到常規申請中，繼續參與第二次抽籤
。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被抽中的申
請，並退回申請費和所有申請材料，
並會附上一封解釋信。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
將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H-1B簽證的
欺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
郵箱，鼓勵美國勞工和H-1B簽證持
有人舉報可能存在的H-1B欺詐行為
。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對
H-1B 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對
僱傭H-1B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
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H-1B。

3月31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機
程 序 員 （Computer Programmer） 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
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請人申請H-1B工作簽證設立更高
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
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H-1B工作簽
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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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潤元堂中醫館以中醫針灸主治各種疑難雜症潤元堂中醫館以中醫針灸主治各種疑難雜症
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尤擅特效減肥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肥胖，是現代人普
遍的煩惱。不論任何年齡層，不論男女，一生
要花許多時間與肥胖對抗？從早上運動場，路
旁氣喘噓噓的慢跑族，到健身房揮汗如雨的忙
碌的身影，從減肥餐到節食，減食，人們活著
似乎只有一個目的---- 如何把身上的肥肉甩
掉？恢復年輕時漂亮、迷人，神采煥發的體魄
！一年多前，休巿的減肥族發現了 「潤元堂
國醫館」，透過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的
智慧減肥，人們再也不用日日與美食交戰，他
們根據經絡氣血運行原理設計而來，以提高人
體基礎代謝率為目的，增強體質，提升脾胃運
化功能來排水消脂的 「特效強肥法 」，使每
個人不必刻意節食，就能達到令人震驚的減肥
目的。根據大量臨床案例證實，此法療效穩固
，後期不會反彈，患者在治療後不僅體型變得
苗條，身體狀況也得以全面提高，往往其他生
理指標如血糖、血壓以及體力都會大幅度改善
。並且臨床平均能達到治療1-2 次，即可減重
2- 5 磅，或者腰圍縮小0.5 - 1.5 英寸的效果
，對縮減中年人的腰間游泳圈尤其顯效，對大
家最在意的雙下巴也療效不凡，一次治療後就
有顯效！ 「潤元堂國醫館 」 的名聲很快在
Galleria 一帶中外人士間傳開了。大家紛紛好
奇 「潤元堂國醫館」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診所
？

潤元堂國醫館成立於 2016 年，位於休斯

敦高尚社區Galleria附近，是融合中醫精華的
獨特健康機構，擁有臨床門診及創新中醫藥研
發兩大業務。國醫館由貝勒醫學院終身教授、
德州執業中醫師馬劍鵬教授，以及執業中醫師
何巧莎醫師主持，醫館宗旨是結合中西方醫學
瑰寶，促進人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質量。

主治中醫師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
應用現代醫學與傳統中醫學，專攻許多疑難雜
症，為追求健康生活的人們提供療效卓著的醫
療服務。醫館提供針灸、中藥及艾灸等全方位
治療手段，擅長治療不孕不育、癌症治療後康
復、中風後遺症、肥胖、痛風、帶狀皰疹及後
遺神經痛、糖尿病、牛皮癬、抑鬱、焦慮、精
神異常、失眠、各類關節炎及疼痛、少兒學習
障礙症（包括多動症）、婦女更年期症狀、心
血管病、戒菸戒毒等。潤元堂國醫館以卓越的
療效及優質的服務，在大休斯敦地區享有盛譽
。

兩位醫師也特別介紹了他們有顯著療效
的糖尿病的中醫治療：

糖尿病是一種嚴重危害人們身體健康的慢
性代謝性疾病。近年來，發病率呈爆炸性速度
增長。據中美兩國的官方統計，兩國人口中至
少有10%的成年人患有此病，而且這個比例還
在快速遞增。糖尿病的臨床表現主要以血液和
尿液中的糖分超標為特徵。糖尿病的治療，降
糖當然是第一要務。西藥降糖藥能很快地降糖

，中藥方劑和針灸
治療也有明顯的降
糖作用。西藥的效
果立竿見影，但不
能停藥，故一般需
要終生服藥；中醫
療法，見效略慢，
要達到穩定的療效
，一般需堅持治療
幾個月，但幾個療
程後，即可停藥，
血糖一般不會反彈
，這對早期患者尤
為如此。糖尿病的
一個主要致病原因
是過食和肥胖，另
外，過度的精神壓
力也是原因之一，
對此，中醫特別是
針灸對減重消脂，

減壓放鬆有著顯著的療效。
對糖尿病的治療，往往有個誤區

，即人們過度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降
糖，降糖固然重要，但糖尿病的危害
並不在於居高不下的血糖值，而在於
糖尿病的並發症，主要包括血管病變
和神經病變。血管病變典型的有眼底
血管病變和心血管病變，所以冠心病
往往伴隨糖尿病而發。神經病變典型
的有糖尿病足，病人兩足漸漸失去了
知覺，有些病人早上起來要猛力踢牆
才能感覺他腳的存在。還有，糖尿病
足的病人小腿皮膚會出現頑固的潰瘍
，發展下去西醫只能截肢，別無他法
。糖尿病的並發症是每一個糖尿病人
都繞不過的宿命，只是遲早的問題。
西醫對治療並發症幾乎沒有太有效的
方法，但中醫在這方面有其獨到的優
勢。比如冠心病，如果中醫治療得早
，完全可以避免病人手術加裝支架，
避免出現生命危險等。至於糖尿病足
，病人失去的知覺可以很快用針灸恢
復，頑固的皮膚潰爛也能很快收口，
只要堅持治療，病人絕對不會被截肢
。所以，中醫對治療糖尿病並發症有
西醫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對提高糖尿病患者的
生活質量，延長壽命有很大的幫助。

潤 元 堂 中 醫 診 所 （ 位 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
，電話 832-818-0707）對治療糖尿病引起的

各種並發症有豐富的經驗和卓越的療效。比如
，神經炎知覺缺損，一般一次便能見效，經過
階段性治療後，療效便可鞏固。下肢頑固性潰
瘍，傷口多能很快癒合，患者的體力會有明顯
的改善。很多病人一開始只能顫顫巍巍地走路
，能恢復到一日行走五至十英里不等。

馬劍鵬教授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進行針灸減肥治療何巧莎中醫師進行針灸減肥治療

位於休斯頓位於休斯頓GalleriaGalleria附近的潤元堂診所環境十分舒適附近的潤元堂診所環境十分舒適

Lucky LandLucky Land 今天下午今天下午44時至時至99 時時
舉行別開生面的舉行別開生面的Fashing ShowFashing Show 活動活動

圖文圖文：： 秦鴻鈞秦鴻鈞

感恩節即將來臨感恩節即將來臨，，又到了家家戶又到了家家戶
戶成員團聚戶成員團聚，，共享天倫的美好時光共享天倫的美好時光。。
位於休市西北區的位於休市西北區的 「「兵馬俑兵馬俑 」」 （（
Lucky Land )Lucky Land ) 將於感恩節前的最後周將於感恩節前的最後周
末末（（ 1111 月月1818 日日 ）） 今天下午四時至今天下午四時至
九時九時，，擧行別開生面的擧行別開生面的 FashionFashion
ShowShow 活動活動。。家庭成員前往家庭成員前往，，進場免進場免
費費，，並有免費酒品嚐活動並有免費酒品嚐活動。。地址地址：：
86258625 Airline Dr. Houston TX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7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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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馬桶坐出坐馬桶坐出““皮炎皮炎””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來來InteractiveInteractive互動英語學院互動英語學院，，
學英語課享受學校獎學金學英語課享受學校獎學金$$300300元元！！

（本報記者黃梅子）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英語學院 自1982年成立，今年
已經是第35個年頭了，在這麼多年的教學中，
互動英語學院為美國輸送了很多能講英語、具
有專業既能的新移民，也是很多新移民邁向實
現自己美國夢的第一個臺階。

8月的哈維颶風之後，互動英語學院突然湧
進很多移民要求抓緊時間學英語，原來，這些
新移民家園被淹或被毀，但去申請Fema卻沒辦
法用英語溝通，也不知道去哪裏找專業人士來
修理，造成諸多不便。所以，在美國生活，最
起碼要能做到用英語辦事，這是最基本的生存
需要，千萬不能只局限於本國語言的小社區裏
，一旦要與美國主流社會打交道則寸步難行。

來互動英語學院，並不僅僅只是學會英語
，而重要的是學會溝通的技巧，學會如何與來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交流。 互動英語學院的
學員國別分佈非常廣泛，每個課堂就是一個

MINI 聯合國，在學習的
同時大家相互認識並了解
不同的文化。互動英語學
院的學生們來自世界各地
，有北美洲、拉丁美洲、
亞洲、中東、歐洲和非洲
，同學們雖然膚色和文化
背景不同，但可以用共同
的語言——英語來溝通，
他們在互動英語學院收穫
的不僅是英語的提高，更
會收穫對那些自己從未去
過的國家的認識及一群來
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互動英語
學院是休斯敦地區最專業
的官方認證語言學校，有
35年教學經驗，而且還開
設護士助理課程，可以一
邊學英語一邊考護士助理

的 certificate，學完英語馬上就能找到一份高薪
的護士工作，真是一舉兩得！對於新移民來說

，沒有比互動英語學院更完美的地方了！Inter-
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互動英語學院共設
有八個級別的英語課，無論你的英語水平如何
，都可以在互動英語學院找到相應於你水平的
課程，而且還可以發放I—20表，方便您轉換身
份拿簽證。這對於年輕的移民來說，無疑提供
了一個緩沖和適應的時間，能更好地找到自己
的人生定位和目標。

還有一個重大利好，就是在互動英語學院
學習可以申請政府的教育經費補貼！低收入者
可以拿到教育補貼，甚至免費學習！對於家庭
收入較高，拿到政府資助較少甚至沒有的人，
也有其他補貼政策，包括在每年報稅的時候，
把所交學費報上去，作為 Education Credit而退
稅，這也能省下不少銀子。

最近還有一個福利，在12月21日以前報名
學習英語的學生，可以享受學校提供的$300元
獎學金，時間不多，行動要快！請趕快致電華
人招生官Ann(832-367-1124)免費諮詢。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英語學院
地址：2950 S. Gessner, Houston, TX77063
電話：713-771-5336
華人招生官Ann 專線：832-367-1124

4 歲的一休某一天小屁股上出現了
“疹子”，而且是規則圈型的紅疹，表
面起皮。一休媽通常給孩子塗一點激素
類藥膏很快就會好，但是一停藥就反復
。一休媽知道激素藥對寶寶身體有害，
想找無激素皮膚病藥又沒有。正當為難
之際，一休媽從報紙上看到了純中藥
“劍牌”皮膚病霜，說是無激素，對大
部分皮膚病都有很好的療效，於是就買
了一瓶。果然效果不錯，一次見效。但
是還是反復，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純
中藥的皮膚病藥還是不夠好嗎？一休媽
帶著疑問致電給了商家。經商家的分析
及到醫生證實，一休被確診為“馬桶”
皮炎。

馬桶皮炎，顧名思義。是一休每天
接觸他的塑膠小馬桶引起的皮炎。只要
不再接觸過敏物質，皮炎自然就會好。
一休媽聽了之後，給孩子的馬桶上放了
一塊小棉墊，又給孩子抹了剛剛買的不
含激素的純中藥膏。沒有幾天，寶寶小
屁股上的皮炎真的全好了，至今再也沒
有反復過。

接觸性皮炎是我們的皮膚接觸了某
種物體而引發的炎症。它分為兩類。一
類是接觸了強酸、強鹼等刺激物而引起
的紅腫和水泡，這在任何人身上都會發
生。一類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物
質，接觸後引起的皮炎。小一休得的就
是這種病：對塑膠便盆過敏。

除了塑膠，還有很多看上去很普通
的物質都會引起接觸性皮炎。但是，接
觸性皮炎在人體上的分佈是有特徵的，
我們來看看小一休。他的發病部位與馬
桶圈高度重合，接觸的部位都有紅斑和
脫屑，所以說接觸性皮炎的發病部位和
接觸面是一致的。不過，如果寶寶忍不
住抓撓了發病的部位，也可能在手上或
被抓過的部位起小疹子，使發病面積擴
展。如果引起寶寶過敏的是氣體或粉塵
，皮炎就會發生在裸露的部位，首當其
衝的就是孩子的臉和手。因為氣體和粉
塵的彌漫性，導致皮炎的分佈沒有界限
，這是個特例。

但是，不管遇到哪種情況，“劍牌
”皮膚病霜都是你的首選。目前此藥正
在加拿大熱銷，是治療各種皮膚病的良
藥。此藥為祖傳秘方，純天然中草藥精
製而成。溫和、細膩、無激素、無刺激
，還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對皮膚
病患者來說，有加拿大政府的認可，此
藥安全就有了保證，剩下的就只有“效
果”了，一試便知，你一定會驚歎它的
神奇！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
可告知：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
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38。廣
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第C2版。誠征代理
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
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
麽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
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 等。如果
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上
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
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
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
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
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
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
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
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
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
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
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
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些
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
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
的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
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
；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
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
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
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
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

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
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
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
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
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
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
（NMR） 可 能 會 發 現 一 些 問 題
（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
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
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
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
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
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
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
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
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
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
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
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
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
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
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
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
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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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
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
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
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
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
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
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
二、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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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中國歌劇舞劇院赴休斯敦中國歌劇舞劇院赴休斯敦
參加由亞美舞蹈團舉辦的參加由亞美舞蹈團舉辦的

第十二屆第十二屆““錦繡中華錦繡中華””舞蹈晚會舞蹈晚會

亞美舞蹈團表演的亞美舞蹈團表演的““送我一朵玫瑰花送我一朵玫瑰花”，”，熱情奔放熱情奔放，，全場沸騰全場沸騰。。

中國歌劇舞劇院美輪美奐的神韻之作女子群舞中國歌劇舞劇院美輪美奐的神韻之作女子群舞““水之靈水之靈“。“。

亞美舞蹈團表演的亞美舞蹈團表演的““小火苗小火苗”” 絲絲入扣絲絲入扣，，扣人心弦扣人心弦，，觀觀
眾贊不絕口眾贊不絕口。。

Ad Deum II Dance CompanyAd Deum II Dance Company 表演中國現代民間舞表演中國現代民間舞““千紅千紅”，”，場面宏大場面宏大，，
富有時代氣息富有時代氣息。。

亞美舞蹈團團員亞美舞蹈團團員Chloe Trinh, Clarise Trinh, Erika Zhou,Chloe Trinh, Clarise Trinh, Erika Zhou,
Isabella Mao, Jenny X, Sylvia NgoIsabella Mao, Jenny X, Sylvia Ngo表演的表演的《《傣家的女兒傣傣家的女兒傣
家的雨家的雨》》 展現了傣族姑娘優美動人的舞姿和對美好生活的展現了傣族姑娘優美動人的舞姿和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嚮往。。

舞蹈舞蹈““天浴天浴””展現藏族姑娘好似在天邊展現藏族姑娘好似在天邊，，藍天白雲與大地間藍天白雲與大地間，，對純淨美好的嚮往對純淨美好的嚮往。。 中國歌劇舞劇院中國歌劇舞劇院““一路風情嘉年華一路風情嘉年華””壓軸壓軸，，舞蹈展現各名族歡聚一堂舞蹈展現各名族歡聚一堂，，高歌偉大的中華名族高歌偉大的中華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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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媒體藝術家團隊的光雕投影作品
"械動影"於11月15日在糖城市府前廣場展示佳作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結合科技結合科技、、光雕光雕、、與音樂的精彩藝術饗宴與音樂的精彩藝術饗宴：：械動影械動影 (Psychic(Psychic
of Light)of Light)於於1111月月1515日在糖城市府前廣場展示佳作日在糖城市府前廣場展示佳作

械 動 影械 動 影
(Psychic(Psychic
ofof
Light)Light) ——
台灣本土台灣本土
信仰新科信仰新科
技藝術展技藝術展
，，呈現台呈現台
灣當代藝灣當代藝
術生動燦術生動燦
爛的一面爛的一面

此次的作品此次的作品 「「械動影械動影」」 是跨領域結合多種展演形式是跨領域結合多種展演形式，，由由
剛剛榮獲威尼斯影展首屆剛剛榮獲威尼斯影展首屆Best VR ExperienceBest VR Experience最佳體驗最佳體驗
大獎的台灣當代藝術家黃心健教授所執導大獎的台灣當代藝術家黃心健教授所執導

團隊包括藝術家陶亞倫團隊包括藝術家陶亞倫、、連俊傑連俊傑、、曹筱玥曹筱玥、、楊政等人楊政等人
。。作品利用即時電子音樂創作作品利用即時電子音樂創作、、機動裝置與影像機動裝置與影像
mappingmapping技術技術，，呈現一場跨越民俗呈現一場跨越民俗、、電音與影像的另電音與影像的另
類視覺體驗類視覺體驗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及旅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及旅
居休士頓多年的知名畫家劉昌漢居休士頓多年的知名畫家劉昌漢(Charles(Charles
LIU)LIU)夫婦與曹筱玥等共同策畫的一場結合科技夫婦與曹筱玥等共同策畫的一場結合科技
、、光雕光雕、、與音樂的精彩藝術饗宴與音樂的精彩藝術饗宴、、林映佐副林映佐副
處長夫人處長夫人、、僑務委員劉秀美出席盛會僑務委員劉秀美出席盛會

曹筱玥博士贈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錦旗給台北經濟文化辦曹筱玥博士贈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錦旗給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陳家彥處長及文化部台灣書院王更陵主任事處陳家彥處長及文化部台灣書院王更陵主任

游慧光組長游慧光組長、、吳展瑩吳展瑩、、黃春蘭黃春蘭、、何仁傑組長何仁傑組長、、台商會台商會
陳志宏會長陳志宏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夫婦周政賢副會長夫婦、、黃鈺程秘書黃鈺程秘書、、黃榮黃榮
富夫婦富夫婦、、徐世鋼參加徐世鋼參加 「「械動影械動影」」 精彩藝術饗宴精彩藝術饗宴

游慧光組長游慧光組長、、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糖城副糖城副
市長市長、、議員議員、、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劉昌劉昌
漢觀賞漢觀賞 「「械動影械動影」」 展後合影展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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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世界旅遊交易會（倫敦）

召開之際，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中國

旅遊市場發展論壇”在倫敦舉辦，論壇

邀請聯合會專家、會員代表探討了世界

旅遊發展趨勢下的中國市場特點。

2018年全球旅遊經濟將全面快速增長
國際旅遊目的地管理及推廣問題專

家、英格蘭國家旅遊局前局長羅傑· 卡特

代表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發布了《世界

旅遊經濟趨勢報告（2018）》（以下簡

稱《報告》）。

《報告》指出，2017年全球主要國

家經濟形勢逐步趨好，各國消費者信心

指數持續提高，各主要經濟體旅遊需求

穩步增長，跨國旅遊基礎設施不斷完

善，旅行成本持續降低。基於以上因

素，《報告》認為，2018年，全球旅遊

總人次和全球旅遊總收入將保持強勁增

長勢頭。

《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旅遊總

人次(包括國內旅遊人次和國際旅遊人

次)將達到118.8億人次，為全球人口規

模的1.6倍。全球範圍內，參與旅遊的群

體不斷擴大，旅遊消費已然成為全球民

眾的重要生活方式。2017年全球旅遊總

收入(包括國內旅遊總收入和國際旅遊總

收入)達5.3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

總量的6.7%。旅遊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

作用更加明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

2017年全球GDP實際增長率的預測分別

為3.5%和2.7%，而全球旅遊總收入增速

比其分別高出0.8個百分點和1.6個百分

點。考慮到全球經濟可能出現高於預期

或低於預期的增長，《報告》對2018年

全球旅遊經濟增長情況做出三種不同情

形下的預測：

壹、經濟高增長情形下，全球旅遊

總人次將達到128.77億，增速達7.8%；

全球旅遊總收入預計為56593億美元，

增速為6.7%。

二、在經濟壹般增長的情形下，全

球旅遊總人次預計為126.71億，增速達

6.7%；全球旅遊總收入將達到55696億

美元，增速為5.9%。

三、低增長情形下，全球旅遊總人

次將達到124.52億，增速達5.5%；全球

旅遊總收入預計為54809億美元，增速

達到5.0%。

2017年全球旅遊總人次和旅遊總收
入排名中國位居榜首

從各大板塊旅遊總人次和旅遊總收

入在全球所占份額來看，歐洲板塊比例

持續下降；美洲板塊旅遊人次份額有所

下降，旅遊收入所占份額略有上升；亞

太板塊份額繼續顯著上升。

在旅遊總人次方面，2017年亞太地

區旅遊人次占全球旅遊總人次的比例為

66.6%，比上年增長了1.6個百分點；從

2016 年到 2017 年，美洲板塊份額從

16.5%降到15.8%，下降了0.7個百分點；

歐洲板塊份額從15.6%降到14.9%，下降

了0.7個百分點；中東板塊份額下降了

0.1個百分點，非洲板塊份額保持不變。

總體而言，歐洲、美洲和亞太市場占據

全球旅遊總人次的97.3%。

在旅遊總收入方面，從 2016 年到

2017年，亞太地區所占份額從32.3%增

長到33.1%，增長了0.8個百分點；美洲

板塊份額從30.7%增長到30.9%，增長了

0.2個百分點；歐洲板塊份額從32.0%降

到31.0%，下降了1個百分點；中東和非

洲板塊份額保持不變。總體而言，歐

洲、美洲和亞太地區的旅遊總收入占全

球的95.0%。

2017年全球旅遊總人次和旅遊總收

入排名中，中國位居榜首，其後依次為

印度、美國、日本和法國。

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消費市場份額巨大
羅傑· 卡特先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

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遊客無

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特性上都已經發生

了顯著變化，這與旅遊目的地國家和地

區簽證政策的放寬有關。各國人民的旅

遊習慣都是先去往自己臨近的國家，

然後再去更遠的地方，所以日本、韓

國等中國鄰國都見證了中國遊客數量

的顯著增長，歐洲正在迎接越來越多的

中國遊客，未來中國遊客數量還會進壹

步增加。

羅傑· 卡特發現，中國遊客在旅遊中

最顯著的習慣之壹就是購物，因此他們

喜歡去往有“大品牌”的地方。“大品

牌”不僅包括奢侈品牌，還包括家喻戶

曉的景點，例如倫敦塔橋、大本鐘等，

中國遊客喜歡去這些著名景點拍照。以

前中國人更喜歡在景點外部拍照，現在

他們越來越對景點的“內部”感興趣，

對文化景觀有了興趣，也越來越喜歡自

由行。

羅傑· 卡特先生認為，吸引中國遊

客，旅遊產品非常重要。購物，特別

是奢侈品的購物，是吸引中國遊客的

壹個關鍵點，倫敦在這方面有著極大

的優勢，既有家喻戶曉的觀光景點，

又有許多購物中心，可以同時滿足中

國遊客遊覽和購物的需求，所以中國

遊客來到英國會首先考慮倫敦，倫敦

北部的比斯特購物村更是中國遊客必

到之處。然後他們會考慮到曼徹斯特以

及蘇格蘭進壹步深度遊。蘇格蘭有著自

己獨特的地產特色，蘇格蘭格子裙、

風笛對中國人都非常有吸引力，雖然

目前去往蘇格蘭的中國遊客還沒有去

倫敦的多，但以後很有潛力。

此外，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常務

副秘書長李寶春向與會專家分享了

《中國公民出境(城市)旅遊消費市場調

查報告（2016～2017）》。李寶春告訴

中國青年報· 中青在線記者，2016年中

國出境遊達 1.22 億人次，占世界出境

遊總消費的 20%，是壹個巨大的市

場。他認為，世界各國旅遊城市和相

關旅遊機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來

吸引中國遊客：壹是適應中國出境遊的

新特點，發掘自身文化特色，為中國遊

客提供獨特的旅行體驗；二是對中國出

境遊遊客進行研究，提供個性化的、量

身打造的產品和服務；三是加強線上服

務，改善遊客的線上體驗。

綜合報導 商務部市場運行司負責人日前介紹

了2017年10月份中國消費市場運行情況。10月份

全國消費市場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線上線下零售均

呈現較好發展勢頭。消費價格有所上漲。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0月份全國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達到3.42萬億元，同比增長10%，與上年

同期持平。1-10月累計同比增長10.3%，與上年同

期持平。商務部監測的5000家重點企業零售額10

月同比增長5.0%，增速比9月份和上年同期分別加

快0.2和0.4個百分點。1-10月累計同比增長4.7%，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9個百分點。

商務部市場運行司負責人指出，10月份全國消

費市場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主要有以下特點：

壹是線上線下零售均呈現較好發展勢頭。網絡零

售保持高速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10月全國實

物商品網上零售額4.2萬億元，同比增長28.8%，占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4%，較上年同期提高2.3個

百分點。實體零售業態銷售增速普遍加快。10月份，

商務部重點監測企業購物中心、便利店、超市、百貨店

等業態銷售額同比分別增長8.1%、7.8%、4.5%和3.4%，

增速比9月份分別加快1.9、0.7、1.1和1.0個百分點。

二是超長國慶假期拉動服務消費和部分商品銷

售。受雙節重疊、長假促銷、消費升級等因素支撐，

10月份，全國餐飲收入3853億元，同比增長10.3%，

較上年同期加快0.3個百分點，全國電影票房收入

51.4億元，同比增長40.7%，“黃金周”期間國內

旅遊收入5836億元，接待國內遊客超過7億人次，

同比分別增長13.9%和11.9%；同時，基本生活類商

品和升級類商品銷售增速加快，10月份限額以上單

位商品銷售類值中，食品類、服裝類銷售額同比分

別增長9.6%和8.9%，增速比9月份分別加快1.8和

1.9個百分點，體育娛樂用品、文化辦公用品、化

妝品銷售額同比分別增長19.6%、6.4%和16.1%，增

速分別比上月加快6.5、2.0和2.7個百分點。

三是消費價格有所上漲。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

水平同比上漲1.9%，漲幅較上月擴大0.3個百分點；環

比微漲0.1%，較上月收窄0.4個百分點。商務部監測的

36個大中城市食用農產品價格10月份環比上漲0.2%，

比上年同期下降0.7%，同比連續9個月呈現下降走

勢；1-10月份食用農產品價格累計同比下降3.5%。

該負責人表示，隨著國民經濟運行保持穩中向好

發展態勢，質量效益穩步提升，生產需求保持穩定，

就業持續向好，物價總體穩定，預計後期消費市場將

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全年預期目標能夠順利完成。

10月全國消費市場平穩較快增長 消費價格有所上漲

2018年全球旅遊經濟趨勢
預測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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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片的圖片。。距今約距今約80008000年歷史罐子的陶片在格魯吉亞首年歷史罐子的陶片在格魯吉亞首
都第比利斯附近出土都第比利斯附近出土，，研究人員稱是在近東釀酒最早的研究人員稱是在近東釀酒最早的
證據證據，，比預想的早了將近比預想的早了將近10001000年年。。

迷妳迷妳““軍隊軍隊””
俄羅斯皇家衛兵玩具栩栩如生俄羅斯皇家衛兵玩具栩栩如生

俄羅斯皇家衛隊錫制玩具兵亮相俄羅斯聖彼得堡俄羅斯皇家衛隊錫制玩具兵亮相俄羅斯聖彼得堡，，微型軍隊栩栩如微型軍隊栩栩如
生生。。據悉據悉，，該組玩具將會收入蘇沃洛夫博物館該組玩具將會收入蘇沃洛夫博物館。。

捷克動物園馬來亞虎幼崽稱體重捷克動物園馬來亞虎幼崽稱體重 全程怒吼臉全程怒吼臉

捷克布拉格捷克布拉格，，兩只六周大的馬來亞虎幼崽兩只六周大的馬來亞虎幼崽。。這壹雄壹雌虎崽出這壹雄壹雌虎崽出
生於今年生於今年1010月月33日日。。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僅有兩所歐洲動物園成功養育出僅有兩所歐洲動物園成功養育出
這類虎種這類虎種。。上壹次是上壹次是20132013年的德國哈雷市動物園年的德國哈雷市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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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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