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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聞

（中央社）翁炳堯因蔡正元服務處槍擊案服
刑假釋出獄後，昨日赴北檢告發中影董事長郭台
強等人涉教唆殺人。郭台強今天記者會回應，針
對翁炳堯及律師周武榮提起誣告自訴。

民國 96 年蔡正元服務處槍擊案，翁炳堯因
提供槍彈遭判有期徒刑5年5月定讞。翁在假釋
出獄後，昨日赴台北地檢署自首涉偽證罪，並告
發前總統馬英九及中影董事長郭台強教唆殺人。

郭台強上午在中影八德大樓召開記者會提
出6點聲明，多次說明自己和妻子不認識翁炳堯
，從未直接或間接和對方聯繫及聚會。

郭台強在記者會表示，依北檢調查，翁炳堯
等人在96年3月謀議，當時妻子羅玉珍還未付款
購買中影公司，且未取得股權，沒有必要派人槍
擊蔡正元藉以取得中影經營權。

郭台強表示，妻子96年6月中旬支付中央投
資公司有關買賣中影股權股款，且從當時報導得
知，蔡正元本來就規劃當年7月底、8月初移轉
中影經營權，自子實在沒有必要買兇。

郭台強說，96年8月有受邀赴台南參加宴會
，但以商業交談為主，不可能和翁炳堯有接觸，
「最奇怪的是，翁炳堯殺人案已判決確定，但

10 年後居然要翻供，還不實指控說認識自己，
對於翁炳堯寧願再背負誣告刑責，背後有何意圖
，也呼籲檢調查明。」他也會針對翁炳堯及周武
榮提刑事誣告自訴。

媒體提問，當時赴台南參加餐會的有哪些士
，郭台強表示，包含台南有名企業家，之後會在
法院陳訴相關細節。對於翁炳堯聲稱 「郭曾打電
話要幫忙安排工作」，郭台強重申 「我不認識他
，為何要幫忙安排工作，這是對方臆測和幻想」
。

郭台強說，炳堯提及 「不知道誰給他新台幣
2000 萬元」說法，這部分他呼籲檢方調查金流
。中影案經過2次政黨輪替，過去都沒有人敢碰
， 「經過10年訴訟，自己是受害者還被捲入教
唆殺人」，妻子不認識翁炳堯，且對中影案沒有
介入很深。

媒體提問，對前總統馬英九也遭指控的看法
。郭台強說，民進黨執政後，從過去白色恐怖變
成黑色恐怖， 「一名受刑人出獄後要提翻供，且
教唆殺人為何會牽扯到前總統馬英九，非常不可
思議，媒體不應推播報導，恐造成社會不良影響
」。

（中央社）台灣白帽廚師協會理事長洪昌
維今天受訪表示，政府應鼓勵年輕人出國工作
，在海外闖蕩5年、10年，帶回新知識和全球
視野。執政者不必擔心人才外流，因為 「鮭魚
總是會返鄉」。

洪昌維今天在一場餐會上，接受中央社記
者採訪。他年輕時就到奧地利留學，在維也納
經營餐廳10年，能說流利的德語和英語。

洪昌維幽默地說，現在能當台灣白帽廚師
協會理事長，靠的不是廚藝，而是他的語言能
力，因為台灣許多廚師不懂外語，在台外籍廚
師也找不到適合溝通的人。

洪昌維以自己的經驗，鼓勵年輕人多到海
外，且不能只留學，而要實際走進海外的職場
5年、10年，才能在做中學之中，學到深層的
部分。

洪昌維認為，台灣很多政治人物只有海外

留學經驗，沒有海外工作經驗，只學到歐美淺
層的部分，導致執政能力有所欠缺。

但到海外工作，並非當廉價勞工，洪昌維
主張年輕人應找技術型的工作，而非體力型的
工作。但要能應徵到這類型的工作，就必須具
備一定的語言能力，可以在海外先花幾個月時
間學外語。

致理科技大學畢業的江竹君，便是先在加
拿大參加6個月的證照課程，之後在加拿大郵
輪、俱樂部工作，父母親要求回國而斷金援，
她也不怕，自立工作了4年才回台灣，目前從
事網路行銷工作。

江竹君說，海外證照學校有專人輔導就業
，保證安排至少3場面試，也讓她有更多機會
。她建議想出國闖到的年輕人，除了先練好英
文，也應立定明確目標，才不會到了國外不知
道要學什麼，效果大打折扣。

廚師協會理事長：別怕年輕人出國工作

（中央社）民間司改會針對王金平司法關
說案，向檢評會申請閱覽、複製前檢察總長黃
世銘等5人的卷宗資料，遭否決後提行政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今天判司改會敗訴，全案定讞
。

已解散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在
民國102年偵辦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柯建銘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疑涉關說案。事後，黃世
銘等5名檢察官被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向檢評會申請閱
覽卷宗被拒，主張撤銷被拒處分，也提起行政

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審理後，在今年
1月26日判司改會敗訴。

案經上訴，最高行維持北高行見解，駁回
上訴全案確定。

最高行新聞資料顯示，民間司改會原先要
求檢評會提供的資料共有42項，但在訴訟期間
，司改會認為其中17項資料已無必要而撤回，
仍申請閱覽25項檢評會評鑑資料；不過，依據
法官法及檢察官評鑑辦法規定，除偵查機關外
，不能擅自將評鑑資料提供給他人閱覽或抄錄
，因此駁回全案。

司改會調閱黃世銘等卷宗 最高行判不准
郭台強：針對翁炳堯周武榮提誣告自訴

竹市孤老辭世捐千萬積蓄竹市孤老辭世捐千萬積蓄
住在新竹市的已故老先生郭金灶生前曾立下遺囑住在新竹市的已故老先生郭金灶生前曾立下遺囑，，盼將畢生積蓄全數捐出幫助弱勢盼將畢生積蓄全數捐出幫助弱勢，，1111日日

由其孫姪陳信樺由其孫姪陳信樺（（右右22））與太太與太太（（右右））代為將逾千萬元積蓄捐贈給新竹市政府代為將逾千萬元積蓄捐贈給新竹市政府，，由新竹市副市由新竹市副市
長沈慧虹長沈慧虹（（左左33））代表接受代表接受，，並回贈藝品等表達感謝並回贈藝品等表達感謝。。

違紀參選遭開除黨籍法院判蔡仁堅仍是黨員
（中央社）民國 103 年九合一選舉，前新

竹市長蔡仁堅因違紀參選遭民進黨開除黨籍；
蔡仁堅不服打官司，確認黨員資格是否存在，
最高法院今天維持高院見解，確認蔡為民進黨
黨員。全案確定。

依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書內容，民進黨主張
蔡仁堅未獲提名，自行登記參選103年新竹市
市長選舉，屬於違紀參選，所以民進黨中央評
議委員會作成除名處分。

蔡仁堅主張，依據人民團體法第14條、第
27條但書第2款等規定，社團法人（人民團體

）開除社員（會員），得經由總會（會員大會
）決議，但民進黨僅依中評會裁決理由書就將
他除名，此處分無效，黨員身分仍有效存在，
也非違紀參選。

高院法官根據相關卷證資料，採信蔡仁堅
主張，因為中評會成員組成是由全代會選出，
但蔡的除名處分，事後並未在全代會予以追認
，並未依據人團法第14條及第27條但書第2款
規定，因此該處分應屬無效，蔡仁堅的黨員資
格不因此而喪失。

曹志源曹志源
編者按︰本文作者曹志源教授編者按︰本文作者曹志源教授，，自本報發行以來惠賜宏文自本報發行以來惠賜宏文，，每多卓見每多卓見。。為讀者所共識為讀者所共識

，，其巨著其巨著 「「國運與人生國運與人生」」 內容豐富內容豐富，，精彩動人精彩動人。。去年去年20162016年復獲年復獲 「「僑聯總會文教基金海僑聯總會文教基金海
外華文著述獎外華文著述獎」」 ，，新聞寫作評論類第一名新聞寫作評論類第一名。。今又以高年回應本報囑稿今又以高年回應本報囑稿，，憶述往事憶述往事，，言簡意言簡意
賅賅，，發人深省發人深省，，為歷史作証為歷史作証，，彌足珍貴彌足珍貴，，特此鳴謝特此鳴謝。。

【前言】日本自十九世紀中葉 「明治維新」，富國強兵
有成，一躍而成為東亞強國以後，即師法 「西帝」 「霸道」，
在亞太地區興風作浪，圖擴充領域，搜括資源，奴役侵略弱勢
鄰邦，向世界強權進軍爭霸。首先吞食 「朝鮮半島」，引起中
日甲午戰爭，時（十九世紀末年）中國在滿清統治下朝政腐敗
，積弱不振，被日本新興軍國主義海軍打敗，受盡壓迫屈辱，
派李鴻章率領庸臣多人去日本訂立了 「馬關條約」（1895），
割地（台灣，澎湖…）賠款（相當於日本多年全國預算，即等
於由中國出錢撫養了日本全國多年）。日本隨後進窺中國東北
，又引發了列強蠶食中國的 「利益衝突」，發生了 「日俄戰爭
」（1904-5 年間）（居然是在中國領土上互轟，打鬥）。
「帝俄」失敗， 「日帝」從此如虎添翼，窮兇極惡…進軍我東

北，奴役我同胞，強姦我婦女，搜括我資源…又藉故生事，製
造了 「九一八」（1931）事變，正式強佔我東北大地，為圖永
久控制，後又利用漢姦和已廢的滿清 「末代皇帝」溥儀，成立
傀儡政權 「滿洲國」…然後向關內華北地區發展，不斷挑釁製
造事端， 「得隴望蜀」…使那時 「革命尚未成功」，正在南方
發奮圖強，復興民族，還未站穩腳跟的 「國民政府」疲於應付
，更迫不及待地製造了所謂 「七七事變」（即1937年7月7日
河北宛車縣盧橋事件）…日本侵略軍鐵蹄縱橫，到處血腥搜殺
，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其強勢空軍，尤肆無忌憚，空襲我全
國城市、小鎮和人口集中地區。筆者時年九歲（1937）。學校
在湖南益陽小鎮（蘭溪，桃花崙）亦難倖免，其臨空投彈時天
崩地裂，血肉橫飛，火光四起之恐怖，較所謂 「世界末日」，
恐猶有過之。其違背國際公法濫殺無辜，虐待平民，搜括財富
，破壞安寧，施放毒氣（如南京大屠殺等等）。較希特勒之以
煤氣窒息百萬猶人，或值之於”集中營”，奴役餓斃，病死者
有過之而無不及。 （註1）
個人歷患處境︰

筆者可說就是在上述日軍所加諸中國人民的苦難和恐怖中
長大。從 「七七」九歲（時在小學），初期戰爭還在遠方，除
偶見日機臨空飛過，和學校老師，家長讀報後偶爾講述，日軍
殘暴事蹟，聽後一知半解，不知其嚴重後果。記憶中還不能忘
懷之事，如日機第一次來我縣益陽轟炸，天崩地裂，恐怖如地
球末日。肝為之裂，及後來的頻襲轟炸，對資江沿岸碼頭，學
校，商場，低空以機槍掃射，彈如雨下，個人三次逢凶，同學
及過路人群，樹下藏身伏地躲避，親見身旁同胞同學，勞工，
挑伕，不幸中彈殞命，或頭破血流，滿身泥土，戰抖呻吟驚叫
，而身心麻木，呼吸困難，不知是生是死者久之。雖倖免於難

，然其後遺恐怖驚悸 「聞機起懼」的心理創傷，
至今未癒，時有惡夢出現…此其一!（註2）

這時我家叔兄，分別以筆桿槍桿，追隨國人
，積極投入了抗日陣容。作 「國家興亡，匹夫有
責」的報效。 （註3）

到了我初中畢業（1943），上述被日軍佔領
淪陷返同胞們的苦難，悲哀，無奈…已降臨到我
的家鄉。 （算是內地的湖南，益陽）。雖然這時
已因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事變，引起了美國參戰
，中美空軍聯合作戰，已減少了日機空襲，日軍
在南太平洋，東南亞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其
天皇和軍閥頭目，乃妄圖與中國妥協，集中力量
，對付美國。賴我最高領袖蔣介石委員長之英明領導，堅定抗
日，不屈不撓，雖已滿目瘡痍，師老兵疲，經濟頻於崩潰。絕
不被日寇所惑，而決心冒險犯難， 「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
，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筆者後來在軍中 「步兵操曲」
上的標語） 「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而日本向國民政府
謀和碰壁後，老羞成怒，於1944年以最大暴力，也是強弩之末
，向重慶施壓，發動了迴光返照式的一號猛攻。湘桂失陷，兵
臨後方貴州。蔣介石發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的悲壯號台呼籲智識青年 「振臂而起，挺身衛國」。筆者與
同學熱血響應，相率從軍。間關跋涉，赤足草鞋，徒步奔馳，
參加了 「青年遠徵軍205師」，在貴州修文縣（王陽明被貶謫
於逐去的龍場驛）入伍受訓。至1945年七月，日本本土在美空
軍轟擊，海軍在太平洋受挫，東南亞，滇西侵略軍被我英勇駐
緬遠徵軍班師回國反攻打擊…已開始潰敗。我所在的 205 師
（師長為劉安琪將軍，來台後為金門防守司令，陸軍總司令）
，正奉命待發，參與 「反攻桂林」之戰時（1945年八月初），
兩顆 「原子彈」搶先屈敵…日皇裕仁終於在全國徬徨，不知所
措，而盟國 「無條件投降」的訓令頻催，放下武器，以免招致
全國毀滅的壓力下，接受了菠茨坦投降宣言（包括蔣介石、羅
斯福、丘吉爾此前（1943年），在埃及開羅會議的決定︰ 「日
本無條件投降後」其先前從中國侵佔的領土，包括東北各省，
台灣，澎湖及其鄰近島嶼，必須歸還中國）

勝利狂歡，驚天地而泣鬼神，也沖昏了不少人的腦袋! 中
外文獻，歷史記述，汗牛充棟，恕不於此贅述…（註4）

【後語】︰本文承美南報系朱社長和編輯部同人懇囑草
成。筆者因年邁和家事繁忙，全憑記憶，揮筆倉促成篇。未經
查考修正，對時事人物難免筆誤，但所言均發自內心深處，有

不堪回首之痛。觀今 「日相安倍晉三」等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
主義者復活，躍躍欲試，重返侵略野心，如朝拜當年屠殺華人
，罪大惡極群魔陰魂所在的 「靖國神社」，而世界綏靖人士視
而不見，任其橫行，甚至墜其陷阱，助紂為虐。一如二戰前，
英國首相張伯倫之誤信希特勒 「和平」允諾者然，頗令人為世
界三次大戰，甚至 「人間末日」之將至而憂愁不安也!

至台灣自去年五二0以來之變局動亂，如不重歸 「一中」
，開誠佈公，朝 「復興統一」的目標邁進，其潛在危機，恐將
軀斯民於水火，萬劫不復…其決策人物當局，應承擔後果之責
任，難辭其咎! 台獨乎? 內戰乎? 其深思而熟慮!
註釋參考︰

（註1）前總統馬英九在 「台北七七抗戰八十週年會」 上
演說，對日本侵華屠殺我華人幾千萬（包括佔領台灣期間殺人
數十萬），極盡奴役搜刮之能事，有極為真實的簡要敍述。
（見七月七日聯合報專欄）。又關於總個抗日史蹟，有歷史學
家黎東方，吳相湘，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米特（RANA MITTER
）著 「被遺忘的盟國」 及美國哈佛大學中國近代人物研究學者
JAY TAYLOR（陶涵）著 「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鬥」 …均精
警可讀。

（註2）詳情見筆者早年專著︰ 「少年行」 （台北中外雜
誌1986年連載發行），該書被台北教育當局推薦為佳作，香港
學生讀者票選為1991年十本好書之第四。

（註3）見拙著︰ 「國運與人生」 有關文字圖片。
（註4）見註1及拙著 「少年行」 ， 「國運與人生」 。所述皆真
知和親身經歷感想，重溫舊事，不勝今昔滄桑之感! 俱往矣! 祖
國復興，世界和平…人民幸福，有待明日聖賢，英雄，學者和
大家共同努力!

日本殘暴侵華的血淚回憶日本殘暴侵華的血淚回憶
--為紀念盧溝橋為紀念盧溝橋 「「七七七七」」 事變八十週年而寫事變八十週年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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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HCC和和W.I.N.W.I.N.計劃幫助婦女計劃幫助婦女
在工作場所取得成功在工作場所取得成功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在一年
前，休斯敦社區學院（HCC）的學
生 Lashawndra Henson 覺得自己的生
活正在失控。 首先，她已經生病了;
然後她失去了工作。 在幾週的時間
裡，Lashawndra發現她自己距離無家
可歸只有一步之遙。Lashawndra回憶
說：“我的收入還不足以支付我所有
的賬單。 “我願意做任何可以找到
的工作，但收入太低，無法平衡我的
付款單。”Lashawndra回憶說，她是

如何面對一個讓人丟失財產的艱鉅時
段。

但是，Lashawndra發現一年之內
，她的人生經歷了重大變化。 今天
，她是HCC科爾曼學院外科技術課
程的學生。兩個轉折點大大改變了她
的人生。 一個是她轉向耶和華避難
所要求協助，這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住
所，自 1961 年以來一直為處於危機
中的婦女和兒童提供支持。另一個則
是參加勞動力一體化（W.I.N.）計劃

。 這個計劃是耶和華避難所與HCC
之間的伙伴關係。 它支付短期證書
計劃的學費和所有其他費用，以幫助
婦女在工作場所取得成功。

“隨著這些不可或缺的幫助，我
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生活，我可以上學
了，”Lashawndra 說。 “我可以有
真正工作潛力的事業。 以前我有很
多不同的工作，但沒有一個會給我未
來發展的潛力，“Lashawndra補充說
，她在宿舍床邊的書架上精心地放置

了教科書。根據耶和華避難所執
行主任 Richard Hill 的說法，與
HCC 的這種夥伴關係解決了許
多所面臨無家可歸問題的婦女有
希望變為自主獨立。 通常情況
下，他們沒有工作技能，讓他們
自己存入足夠的錢來支付他們的
生活需要。
我們發現，在我們的幫助下，有
些人能夠成功發展專業技能，離

開這個地方獨立生活。W.I.N.計劃需
要兩到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 Hill
看到婦女如何渴望學習專業領域技能
。 Hill說：“他們有興趣加入職業生
涯，如焊接，空調和電工。 但到目
前為止，他們沒有資金去支付學費和
所有其他費用。“ 直接參與耶和華
避難所的HCC人力服務技術部主席
Richard Rosing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
工具，HCC對於幫助那些不幸的人
，向前邁進，為生活做出更好的貢獻

，起著至關重要的用。”Rosing說。
在 Lashawndra Henson 的案例中

，W.I.N計劃給了她尊嚴，希望和意
願努力學習。 “我可以努力工作，
做更多的工作，賺取更多的回報，”
Lashawndra 說。 “如果沒有 W.I.N.
和HCC的幫助，我將無法享受和擁
有這個新的生活。“要了解更多關於
“耶和華避難所”的信息，請訪問：
www.missionofyahweh.org 關 於
HCC: 休斯敦社區學院（HCC）由
15 個卓越中心和眾多衛星中心組成
，為大休斯頓地區的不同社區服務，
為培育個人技能在日益國際化和技術
需求社會中的生活和工作做準備。
HCC是全國最大的單一認證，開放
入學社區學院之一，提供副學士學位
，證書，員工培訓和終身學習機會
。 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
hccs.edu。

（本報訊）2017年8月8日，四川省阿壩州九寨溝縣發生
7.0級地震，造成多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地震發生後，美國
南部地區華僑華人團體通過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表達對地震
災區民眾的慰問和支持抗震救災工作的意願。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川渝同鄉會等團體向總領館表示

，在美僑胞心系祖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廣大僑胞的心與
地震災區民眾在一起，願意積極為當地抗震救災工作提供支持
。

總領館表示，地震發生後，國內有關方面正按習近平主席
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強總理的有關要求，迅速組織力量救災，全

力以赴搶救傷員，疏散安置好遊客和受災群眾，盡最大努力保
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總領館感謝廣大僑胞對地震災區的關心和支持，將向僑胞
及時通報災情。

美南僑界心系四川九寨溝地震災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南中國大
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將於8 月19 日（ 下週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舉行為期一整天的講
習會，共分三組：（ 一 ） 年輕專業人士組，
（ 二 ）家庭生活組，（ 三 ）老年生活及看護
。

年輕專業人士組： 由顧寶鼎、薛若梅主
持，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四十分，由＂Drewstar
Insurance "總裁鄭帥帥主講 「財務與你」（Fi-

nance and you ),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午餐，下午
一時至五時，共有四場講座，分別由邱淑蓉主
講 「首購屋族選房及其他要務需知 」，畢鑑
明主講 「首購屋族如何選用貸款公司」，施明
志博士主講 「如何在綫獲得最好的交易」，及
林思德博士主講 「信用卡及福利計劃的比較
」。

家庭生活組： 由葉宏志，王孟瑀主持。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由蕭雲祥主講 「如何在

低利率高風險市場獲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
陳灝博士主講 「自我投資指南」，中午十二
時至一時午餐。下午一時至五時，分別由休士
頓 獨 立 學 區 ( HISD ) 的 理 事 宋 嘉 年 （Anne
Sung ) 主講： 「教育講座- 親子關係的探討」
； 姚鳳北博士主講： 「旅遊的樂趣-- 萬物靜
觀皆自得」；以及趙婉兒主講 「休士頓一日
遊景點分享」。

老年生活及看護組： 由周宏，范增璞，

周禧主持。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四十五分由周宏
主講： 「長期看護及Ombudsman 計劃綜覽」
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午餐，下午一時至五時，則
由 Jane Segar 主講 「如何保養家園」； 「世
大建設」（ STOA ) 的董事長李兆瓊先生主講
「祥瑞花園--中國城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

，以及由夕陽社區中心的管理人鄭貞主講 「
永春莊 」。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8月 19 日舉行三十週年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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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919作協會員作協會員 姚鳳北西伯利亞旅遊演講會姚鳳北西伯利亞旅遊演講會
( 本 報 訊)

姚鳳北博士八
月十九日的旅
遊講座是大專
聯合校友會在
十九日舉辦的
全天綜合活動
的一環，各位
有興趣參加的
話，請參考附
件向大專聯合
校友會主辦單
位報名或向黃
初 平 登 記
（832-876-9
069）。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週年座談會
(本報訊)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

八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十點開始，至下午
五點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舉行全天的座談會
。大專校聯會為了慶祝三十週年年慶，特地精
心打造了這項活動。此次的座談會別開生面, 設
計多元化！資訊全方位！知識價值高！函蓋各
個年齡層的需求！所有講員都是專業中之精英
，內容精霹無比，並且可以回答在場的個案疑
問！

整個講座分成三組, 詳情請參閱網站 www.
jccaa.com

第一組的青年專業資訊，由顧寶鼎和薛若
梅負責。專業主講人鄭帥帥主講投資理財及保
險、邱淑蓉主講購屋需知、畢鋻明主講如何選
擇房屋貸款、施明志主講如何網上購物、林思
德主講信用卡和福利的常識。

第二組的家庭財經及投資，由葉宏志及王
孟瑀負責。專業主講人蕭雲祥主講如何在低利
率高風險市場獲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陳灝主
講投資指南、宋嘉年主講發展子女的社交能力
的重要性、姚鳳北主講旅遊之樂。

第三組的長者退休計劃及長期照顧，由周
宏、范增璞、周禧共同負責。專業主講人周宏
主 講 長 輩 服 務 、 Carmen Castro 和 Marion
Schoeffield 主講年長病患者的長期照顧、Jane
Seger主講家庭看護、李兆瓊和 Anna Wang主講
祥瑞花園-- 中國城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鄭貞

主講房地產投資。
以上專業主講人的背景介紹如下：
鄭帥帥： 畢業於奧絲丁德州大學， 現為

Drewstar Insurance 的業主，擅長於人壽保險，
健康保險，以及年金債卷，有八年經驗。邱淑
蓉：畢業於台灣大學和夏威夷大學，現今是the
Rea Estate Experts 的業主。畢鋻明：Top One
Mortgage 的創始者，有十五年的經驗。過去五
年，榮獲全美最佳貸款專業榮譽。施明志：休
士頓大學電腦科學系的博士，網購專家。林思
德：台大電子工程系畢業，主修於休士頓大學
原料工程科系，目前做雷射光束製作金屬混合
物的研究。蕭雲祥: 成功
大學化學系畢業，獲得舊
金山大學MBA, 從事房地
產開發投資、証卷投資、
退休計劃、資產配置、風
險管理。陳灝：成功大學
學士、台灣大學碩士、
Oklahoma 大學化學系博
士，現任 Larmar 大學教
授。宋嘉年：物理學碩士
，哈佛大學公共事務系碩
士，休士頓學區第一位亞
裔董事。姚鳳北：台大機
械工程糸學士，普渡大學
博士，從事石油工作三十

多年，喜好史地，遊遍七大洲，百餘國，發表
了山海探穹等多本著作。周宏：台大法學院社
會系學士，Rice 大學社會系碩士，獲得 UT,
Baylor, UH 聯合專案培訓執照。現任 Houston
Gerontological Society, American Society on Ag-
ing.Dr.Carmen Castro 是 Local Ombudsman of the
Harris County Long-Term Care OmbudsmanPro-
gram 的經理。Marion Schoeffield 是協調人。
Jane Seger 是 Pin Oak Caregivers 的創始人 專門
提供醫療服務給年長者和殘疾人士。李兆瓊是
STOA 建築事物所的總裁。

Anna Wang 是AW Real Estate Group的總裁

。 鄭貞: 德州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科系學士，營
養學系碩士。負責陽光活動中心、Sundhine
Village, 家居照顧、籌建永春莊 Everspring Estate.

全天的座談會資訊無限，附合現今世界的
實際需求，僅象徵性地收費十元, 包括中餐，是
僑社大眾的福利。報名請用電子郵件去信 con-
ference@jccaa.org 註明聯絡姓名，電話，並將支
票台頭 “JCCAA” 寄給Bessy Wang, 4823 Flor-
ence, Bellaire, TX 77401 訊 問 請 洽 Bessy Wang
281-217- 6446, Chuping Huang 832-876- 9069

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本報訊)恆豐銀行經常性的舉辦各種不同類形的講座

. 例如之前有關健康保險,防身安全及稅務方面。 。 。等
等，房屋貸款專題講座,吸引了很多僑胞前來聆聽，及提
問，也豐富了僑胞的知識領域,深受大家的歡迎.

該行本著一慣服務的宗旨將於八月十二星期六上午
十點半至十二點在十二樓舉辦一項”房地產貸款和重新
貸款等專題講座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內容為
1. 如何申請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買房或降息/扺押

重新貸款）
2. 如何避免申請房貸款，被銀行拒收？

貸款有關特別注意事項：

1．新移民及特殊身份也可貸款
2．如何申請到最低利息及最好的貸款
3．新的年度，新的市場，新的政策，因個人的需求

而有不同的貸款方式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
款專員高德潤為大家講解說明,高德潤女士有豐富的貸款
經驗服務熱誠又有耐心, 深受大家好評

地 址 ： 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Tel:
713-596- 2812。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無需報名，
無需費用，將會提供現場問答,會後備有茶點招待及主講
人備有抽獎助興。

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機會難得請勿錯過!

慶祝國慶及中秋晚會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

及雙十國慶即將到來，為慶祝這
兩個特殊的日子 ，休士頓台大校
友會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星期六晚間在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 中 心 (Culture Center of
TECOH) 舉辦慶祝晚會，五點三
十分入場，活動六點開始 。

今年特別令人驚喜的是年輕
校友創新構想組成的樂隊及話劇
，首次在 台大中秋晚會公演，將
讓各位耳目一新，大開眼界。除
此之外，還有 可口的晚餐，水果
，月餅及別出心裁老少咸宜的娛
興節目。 包括扣人心弦鋼琴演奏
、古典名歌、充滿活力的熱舞、
優美的華爾滋、趣味性燈謎、遊

戲、及帶動跳等。
本活動不僅歡迎校友及親朋

好友，也歡迎僑界友人們來共襄
盛舉。請 大家告訴大家，把握良
機，踴躍參加，一起享受這段輕
鬆及充滿樂趣 的美好時光。活動
詳情請參考附上彩色傳單或休士
頓台大校友會網站 (http://www.
ntuaahouston.org) 。

一般票價為美金 15 元，貴賓
贊助票為30元及50元，學生票價
(五歲以上) 為 10 元，兒童六歲以
下免費。

購 票 請 連 絡: 謝 元 傑 leifh-
sieh@gmail.com ， 于 方 勻
katyyuyuyu@gmail.com 劉 美 玲
mkaster321@gmail.com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72017年年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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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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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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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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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1月01
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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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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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01日中國大陸2010年
05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10月01日中國大陸2015
年10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年11月01日中國大陸2010
年11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 2005年07月08日中國大陸2005年
07月08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2002年01月01日中國大陸2002年
01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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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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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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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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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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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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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register.gov/documents/2017/07/11/
2017-14619/international-entrepr-
neur- rule-delay- of-effective- d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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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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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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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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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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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移民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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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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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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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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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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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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中文學校2017年秋季學期即將開學啦！

【本報訊】華盛中文學校位於休斯頓華人
最為集中的糖城社區。十六年來，華盛本著服
務華人子女中文教育，傳承中華文化的辦學宗
旨，逐漸發展成為師資力量強大，教學質量上
乘，深得廣大家長和社會各界認可和信賴的具
有華盛特色的中文學校。並被國務院僑辦授予
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的榮譽稱號。

華盛中文學校一向
以質量求發展，將家長
和孩子們的需求放在首
位。根據孩子們的年齡
特點和語言基礎採取靈
活多樣的教學方法，運
用多媒體以及講故事，
唱兒歌，做遊戲等豐富
多彩的教學活動，讓孩
子們對中文學習產生濃
厚的興趣，並且組織全
校性的講故事唱兒歌比
賽，百字大關比賽，演
講比賽，華盛達人秀，
復活節撿蛋等活動。豐
富了校園生活，激發了
孩子們學習熱情，我們
鼓勵家長參與支持，形
成了教師、家長、學生

一起互動的良好氛圍。
我們以開放的心態銳意進取、與時俱進，

鼓勵教師大膽嘗試。在保證教學質量的前提下
，不拘泥於一套統一的教材，而是博取眾多教
材的優點，取長補短，形成了一套華盛獨特的
教學方式。實踐證明這些嘗試達到了很好的效

果，受到了家長和學生的歡迎。我們在不斷汲
取教學經驗的同時大膽嘗試了新的領域，增添
了新的、具有特色的才藝課程，最大程度上滿
足了學生和家長的不同需求，使我們的教學邁
上了新的台階。我們堅信，華盛中文學校將在
已經取得顯著成就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自己，
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在社會和家長的支持下，
為華人子女教育做出更大的貢獻。

新學年伊始，學校擴大規模和生源，華盛
中文學校將由目前的周六半天擴展為全天。屆
時我們會開啟週六週日兩天全天模式，以提供
更多選擇的中文、才藝課程。

本學期將招收四歲以上的學齡前兒童，中
文課從啟蒙班到AP中文班， 採用簡體字和漢語
拼音授課。

才藝課 設有 Java 入門、Scratch Program-
ming、西班牙語；演講、辯論； 新加坡數學、
小學奧數、德州小學數學競賽；SAT 英文、小
學英 文閱讀與寫作；小學 GT 預備；基礎繪畫
與趣味手工、素描與水彩 畫、兒童丙烯畫、油
棒畫、卡通漫畫與亞克力吹畫；唱歌表演、 長
笛、吉他、小提琴；籃球班(NBA 球員任教)、
國際象棋；免費國學課等。成人班設有攝影、
美容彩妝、丙烯、吉他等課程。

秋季報名工作正在火熱進行中，為了方便

家長們報名，更好地完善我校的報名註冊工作
，從秋季學期開始我們採用網上報名，學校繳
費的方式。請家長們登陸學校點擊“2017秋季
學期網上報名鏈接”即可登記報名，登記後請
於8月13日下午2點至4點到學校繳費, 註冊須
以繳費成功確定完成。凡是8月13日之前及當
天註冊繳費的學生，學校將減免50%報名費。 8
月19日開學當天及以後註冊繳費的學生，學校
將收取100%報名費。僅在網上報名但未在8月
19日正式開學前繳費的學生，不能享受報名費
的半價優惠。敬請家長按此執行。如您有任何
問題，歡迎家長們來電或郵件諮詢。

歡迎廣大華人家長和學生踴躍報名學習！
報名時間：8月13日2:00pm-4:00pm
學校網址：http://www.hschineseschool.org
學校地址: 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聯繫電話：(346)-702- 0323 (281)2778030

(713)377-3577
郵件信箱: info@hschineseschool.org
秋季上課時間：8 月 19 日-12 月 9 日(每週

六 ，日 兩個全天，節假日除外)
中 文 課 ： 10:30am-12:30pm； 3:00pm- 5:

00pm
才藝課：1:00pm-2:00pm；2:00pm- 3:00pm

云吞食品公司新推出三種金碗牌新產品云吞食品公司新推出三種金碗牌新產品
金碗牌日式拉麵、上海春捲皮、白水餃皮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由黃青新先生
在紐約創辦的云吞食品公司，經過四十
多年的不斷發展，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麵
條，春捲皮和幸運簽語餅的製造商。云
吞食品公司在紐約、德州和田納西州都
有工廠，設有研發實驗室，設備齊全的
測試廚房和QA測試設施、也取得美國最
嚴格的SQF食品安全認証、以不斷滿足
客戶更多更高的需求， 產品在美國和國
際上享有盛譽。 「云吞食品公司」 最
近推出三種金碗牌新產品，分別是：1，
金碗牌日式拉麵 50 x 4.5 oz，2，重新改
良及新包裝的金碗牌上海春捲皮25 x 40
sheets，3，金碗牌白水餃皮 24 x 1 LB。
現分別介紹如下：

「金碗牌日式拉麵」： 是專為日本

餐館，日式拉麵館製作的首選產品，全
部採用日本拉麵標準，以精選上等麵粉
，加上日本拉麵配方，以新進的日本工
藝製麵設備精緻生產。經過熟化、循環
壓延使產品外觀、口感完全媲美日產拉
麵，是日餐館日式拉麵館的首選。煮麵
速度快，大約90秒，節省上餐時間。且
入水通透，是美國最Q 的日式拉麵。

「新金碗牌上海春捲皮 」： 採用傳
統工藝新配方，適合製作各式精美傳統
春捲產品。可以直接食用，口感軟硬適
中，筋力強，柔軟度恰當不粘，使用方
便，冷凍狀態下室溫放置十分鐘就可以
對角彎曲，使麵皮易分開，油炸上色快
，色澤誘人，滿足消費者喜好，口感酥
脆。

「新金碗牌白水餃皮 」： 採用精選
的美國中筋麵粉，用高水配方配製，產
品口感類似日本餃子皮，軟筋光滑，產
品賣相好。煎餃口感脆，筋力適中，沒
有過筋導致的不適口感，使產品適合傳
統使用方式，色澤自然，煮、蒸、煎都
適合。

為了配合以上三種新產品上巿，云
吞食品公司近期正在進行各種促銷活動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詳情請洽各
大批發商。

「云吞食品公司」 休斯頓分公司地
址 ： 2902 Caro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4, 電話：（ 832 ）366- 1280，云吞
食品公司網址：www.wontonfood.com

20172017 智勝秋季班說明會圓滿結束智勝秋季班說明會圓滿結束
炎炎夏日快要結束，希望

所有的同學都度過了一個愉快
而充實的暑假。新的學年即將
開始， 大家在享受暑期生活的
同時也不要忘記為下學期制定
好詳細的學習計劃和目標。智
勝學院 有著多年的辦學經驗和
先進的教育理念，竭誠幫助每
一位同學在新學期 的學習生活
中取得更大的進步。

智勝學院 2017 秋季班說明
會已於上週六圓滿結束。當日
說明 會現場盛況空前。學院請
到十多名 即將於春季任教的優
秀老師現場演講，為家長和學
生簡要介紹下學期的課程安排
和教學大綱。他們的介紹都深
受好評，Open house 結束後仍
有很多家長諮詢提問。

智勝學院 2017 秋季班招生
現在正在火熱進行中。我們主
要招收 2-12 年級學生，課程按
照 階梯成功法設計，由淺入深
，內容豐富。本期開設課程包
括初高中英文、數學、辯論、
生物、化學、物理還有廣受好
評 的 王 牌 課 程 SAT/PSAT 和
Duke Tip。對於那些遺憾沒辦
法來參加暑期課程的同學，秋
季班是個大好機會。智勝學院
的秋季課程依舊聘請了原班人
馬任教，老師皆來自休斯敦一
流私立和公立學校，教學經驗
豐富，對學生認真負責；因材
施教，使每個學生找到最適合
自己的學習方法。

我們的王牌英文教師Mr. J.
S 本期依舊教授 7-11 年級英文

閱 讀 寫 作 課 程 。 他 曾 在 San
Johns 等著名私立高校任教，教
學風格獨特，課堂形式多樣，
多年來備受學生們尊敬喜愛。
高年級的同學也不要錯過Mr. J.
S大學申請的課程，內容包含如
何寫好申請 essay，如何把簡歷
修改的更出色等，讓學生更 具
競爭力，提高升學成功率。

智勝學院除了王牌英文課
程鶴立雞群之外，數學課程也
受到了廣大學生家長的好評。
對於小年紀的同學，正是需要
良師引導打好基礎養成良好習
慣的時候，具有多年授課經驗
的Ms. V. S 就是位不可多得的好
老師。她懂得如何寓教於樂，
通過各種日常的數學遊戲引起
孩子的興趣，最大程度的激發

孩子的學習潛能，很多學生就
是從喜歡她的課開始真正愛上
了數學。對於高年級的同學，
智勝學院同樣聘請了優秀的老
師教授從pre-Algebra到 Calculus
的課程，幫助大家梳理學習過
程中的重點難點，全面拓展提
高。

智勝學院秋季班將 於 2017
年 8 月 26 日開課， 12 月 17 日
結束。現在報名已經全
面展開，詳細內容和老
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
查詢，如果有任何課程
及報名方面的問題 也歡
迎大家電話 或郵件諮詢
。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
上註冊平台，方便各位
學生家長報名。

智勝學院上課地點: KIPP Col-
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 站: www.AdvanceAcademy-
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
歡迎大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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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玫醫生張玫醫生

劍牌劍牌““皮膚病霜皮膚病霜””治療濕疹效果很好治療濕疹效果很好，，尤其是孩子尤其是孩子！！

張玫醫生專欄張玫醫生專欄

“濕疹”——北美三大國病之一（3）

什麽是線雕什麽是線雕？？
傳統的除皺手術一般利用手術進行皮

下剝離、多餘皮膚切除、然後進行縫合提
升，從而達到治療的效果。最新的線雕技
術是直接採用植入膠原蛋白線的方式對肌
膚進行提拉。線雕技術雖然採用植入的方
式，但與一般註射填充去皺類產品的原理
也不盡相同，一般註射類產品是通過填充
的方式將面部皺紋撫平，而線雕藝術提升
術是利用可吸收蛋白質組成的線，植入到
需要提升的部位，通過線體的提拉，從而
改善皺紋、鬆弛等現象，更能作用身體其
他部位，維持外形挺拔和皮膚整體年輕。
肌膚狀態到了一定年齡之後，最常見的老
化狀態便是三八紋，包括淚溝、蘋果肌下
垂造成的法令紋和嘴角的木偶紋，紋路的
出現是因為膠原蛋白流失，使得肌膚失去
緊實度，臉部組織就會順著重要的懸吊韌
帶堆積在這三個部位，尤其許多人當嘴邊
肉的脂肪囤積過多，兩頰隨著地心引力，
造成腮幫子垂落在臉頰兩旁，外觀看起來

更顯老態。肌膚狀態到了一定
年齡之後，最常見的老化狀態
便是三八紋，包括淚溝、蘋果
肌下垂造成的法令紋和嘴角的
木偶紋，紋路的出現是因為膠
原蛋白流失，使得肌膚失去緊

實度，臉部組織就會順著重要的懸吊韌帶
堆積在這三個部位，尤其許多人當嘴邊肉
的脂肪囤積過多，兩頰隨著地心引力，造
成腮幫子垂落在臉頰兩旁，外觀看起來更
顯老態。膚質改善：膚質緊致、縮小毛孔
、亮白潤。
縮小體積：雙下巴、顴骨、上臂、腹部 。
1.(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最高安全等級認真
，用 0.12mm 的極細絲施術，幾乎沒有疤
痕，所用極細絲可在人體內安全分解。
2. 簡單：無需切開皮膚或註入脂肪，也能
達到擁有彈性皮膚和麵部提升的雙重效果
。
3. 快速：只需30分鐘，術後即可看到效果
，之後膠原增生，可達到增強皮膚彈性、
改善皺紋等效果。
4. 無痛：術前塗麻醉膏，感覺不到疼痛，
不影響日常生活，第二天即可化妝上班。
5. 持續效果長，可維持3—5年。
全臉拉提術配合其他療程的增強效果: 可

同步施行PRP ( 微創傷口修復術)、玻尿酸
註射(補充流失的皮下組織)、尤其搭配玻
尿酸註射會有類似鋼筋+水泥的強化作用
，效果加倍呦!!
做線雕的時候是完全不疼的，會對患者做
舒適麻醉，這個麻醉不是睡眠麻醉，舒適
麻醉還能清醒地對話，有點像喝醉的感覺
。做完線雕後皮膚表層有針孔大小的創口
，24~48 小時之後就會恢復了。如果你要
做線雕，以下狀況時不適合做：皮膚有炎
癥的時候不可以做線雕，容易把細菌帶到
皮膚深層導致感染。很瘦並且十分鬆弛的
皮膚做線雕效果不好。 如果是敏感性
肌膚，以前在使用蛋白線的時候，我們會
比較擔心，因為蛋白線是有一定的過敏率
的。但是現在我們使用的PPDO線是幾乎
沒有過敏反應的，幾乎所有的膚質都可以
做。至於孕婦，治療過程中的疼痛可能會
刺激宮縮，所以我們不建議做。
如果您想諮詢PRP以及其他醫學美容項目
，預約醫學美容手術，請聯繫張玫醫生診
所。
Family Medicine
地 址 ： 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281-242-6889

濕疹兒童在飲食上有什麼要求？
要想徹底治好濕疹，首先要去醫院接受過敏

源測試，並將測試出來的所有過敏食物完全杜絕
。同時多吃一些有利於濕疹防禦和治療的食物，
如：苦瓜、番茄、韭菜等清熱、祛濕食物。

同時，濕疹患者應該忌口的食物： 1.糯米：
滋膩粘滯，濕熱之邪，當忌食。2.雞肉：肥膩壅
滯的溫補食物，生熱，當忌食。3.螃蟹：性質寒
涼，大發之食物，切勿服食。
4.帶魚:海腥發物，忌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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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案例：我叫曉玲，有一個8歲
的兒子。三年前移民來加拿大後孩子有了濕疹
。先是屁股和小腿出現紅疹，後來發展到大腿
、腳背和手指。我帶兒子去看過 N 次醫生，
也試過很多濕疹藥，雖然有些效果，但都是激
素藥，一停藥就復發。

我知道激素對孩子身體極為有害，醫生都
建議少用。可是，沒有激素的濕疹藥市面上幾
乎沒有。看著孩子在痛苦的抓撓中生活，我心
急如焚。

正當我絕望之際，2013年8月我在報紙上
看到了“劍牌”皮膚病霜，說是“祖傳秘方，
純天然中草藥精製而成。溫和、細膩、無激素
，無刺激，活血化瘀、軟堅散痂，能改善肌膚
微循環，還能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變細胞。
而且還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是治療濕疹

的良藥，已經進入了部分西人市場”。當時我
極為高興，趕緊到藥店買了一盒，效果一次見
效。

八天后，我兒子的濕疹消失了。之後為了
鞏固又持續用藥一周。

我兒子的整個皮膚就像換了一個人，我心
裏非常高興。

同時，復發的擔心又讓我心有餘悸。
一個月後我兒子的濕疹復發了，但是病症

非常輕微，這是以前沒有看到過的現象。
不像激素濕疹藥，停藥後馬上復發，而且

症狀比治療前更嚴重。
這讓我對“劍牌”皮膚病霜有了信心，於

是給兒子買藥繼續塗抹。
此後，復發了三次，痊癒了三次之後就再

也沒有復發了。

但是時隔5個月，也就是去年七月初的一
個炎熱的下午，我兒子的濕疹大面積地復發了
，而且來的突然，復發的厲害，嚇得我趕緊帶
兒子去看醫生。經檢查發現，是兒子中午喝了
大量的飲料，導致皮膚嚴重過敏，誘發濕疹突
然爆發。

醫生給我兒子開了強激素濕疹藥，並且告
訴我儘量少用。

慶倖，我有“劍牌”皮膚病霜。
於是帶著孩子回家，趕緊給孩子塗抹，並

告誡兒子再也不要喝飲料了。
4天后，我兒子爆發的濕疹消失了，完好

的皮膚又重新回到了我兒子身上，原本調皮的
兒子又恢復了往日的活力。

感謝“劍牌”皮膚病霜的神力，說明藏龍
臥虎的神州大地真的很神。（完）



BB77休城讀圖
星期六 2017年8月12日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瀚崴學校夏令營介紹及秋季班招生瀚崴學校夏令營介紹及秋季班招生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瀚崴學校2017年夏令營暑假即將結束，瀚崴Sugar Land和Katy兩校的夏令營學生渡過一個精彩又充
實的暑假，不僅每天學習先修數學英文及中文,為新的學年做充分的準備，學校還有每天特別安排各式各
樣精采的活動，有西班牙語游泳籃球及躲避球訓練,並且舉行兩校體育競賽科學實驗Lego 益智遊戲美勞
手工國際象棋飲品甜點製作,及戶外旅遊! 學生們體驗了豐盛智慧及喜悅的身心靈健康成長! 瀚崴有政府立
案執照校園安全舒,所有教職員都通過背景調查,並通過專業教師資格培訓符合政府規範的合格教師,學費
可抵稅!秋季班開始招生中:蒙特索利雙語幼兒園(一歲半至五歲)課後輔導班(PreK-8th grade): 校車接中文
課 GT 英數加強作業檢查, 及各項文化才藝課請來電詢問 832-279-8143 (梁校長)或上網查詢 WWW.
FAMEWELLSCHOOL.COM歡迎預約參觀校園! Sugar Land 校園: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 nd TX
77478 TEL:281-980-1489Katy校園: 21915 Royal Montreal Dr. Katy TX 77450 TEL: 832-437-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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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華裔聯盟的龍舟隊召開誓師會
為參加2017年的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開始做準備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船長和隊長為隊員們進行示範動作並船長和隊長為隊員們進行示範動作並
初步排列了船上的位置初步排列了船上的位置

今年冠名贊助的今年冠名贊助的““雙椒雙椒””餐館的經理餐館的經理SteveSteve夫婦夫婦

88月月66日日，，休斯頓華裔聯休斯頓華裔聯
盟的龍舟隊召開誓師會盟的龍舟隊召開誓師會
為參加為參加 20172017 年的墨西哥年的墨西哥
灣 國 際 龍 舟 賽灣 國 際 龍 舟 賽 （（GULFGULF
COAST INTERNACOAST INTERNA--
TIONAL DRAGONTIONAL DRAGON
BOAT REGATTABOAT REGATTA）） 開開
始做準備始做準備

孫盈盈報告休斯孫盈盈報告休斯
頓華裔聯盟的龍頓華裔聯盟的龍
舟隊是本地的一舟隊是本地的一
隻勁旅隻勁旅。。在在 20152015
年年，，休斯頓華裔休斯頓華裔
聯盟首次派隊參聯盟首次派隊參
加當年的墨西哥加當年的墨西哥
灣國際龍舟大賽灣國際龍舟大賽
，，一舉奪得社區一舉奪得社區
隊的冠軍隊的冠軍

船 長 進 行 戰船 長 進 行 戰
情 研 究情 研 究 ，， 他他
分 析 了 今 年分 析 了 今 年
參 賽 可 能 會參 賽 可 能 會
遇 到 的 一 些遇 到 的 一 些
新 情 況新 情 況 ，， 並並
強 調 了 合 作強 調 了 合 作
以 及以 及 syncsync 的的
重要性重要性

冠名贊助的冠名贊助的
““雙椒雙椒””餐餐
館 的 經 理館 的 經 理
SteveSteve 在場致在場致
辭鼓勵隊員辭鼓勵隊員
們再接再厲們再接再厲
，，奪得優秀奪得優秀
的成績的成績

船 長 進 行 戰船 長 進 行 戰
情 研 究情 研 究 ，， 她她
分 析 了 今 年分 析 了 今 年
參 賽 可 能 會參 賽 可 能 會
遇 到 的 一 些遇 到 的 一 些
新 情 況新 情 況 ，， 並並
強 調 了 合 作強 調 了 合 作
以 及以 及 syncsync 的的
重 要 性重 要 性 ，， 提提
出新的戰術出新的戰術

今年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的具體信息今年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的具體信息、、時間時間：： OctoberOctober 77--88,, 20172017 || 88::
0000am -am - 44::3030pmpm

地點地點：： Brooks Lake at Fluor in Sugar Land, TexasBrooks Lake at Fluor in Sugar Land, Texas、、歡迎您前去為休斯頓歡迎您前去為休斯頓
華裔聯盟龍舟隊擂鼓助威華裔聯盟龍舟隊擂鼓助威！！



BB99醫生專頁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星期六 2017年8月12日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BB1010醫生專頁
星期六 2017年8月12日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BB1111醫生專頁
星期六 2017年8月12日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BB1212影響力
星期六 2017年8月12日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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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ecurity Seminar Organized To 
Improve Safety In Houston's 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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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REVIEW

TODAY!

HOUSTON, Aug. 5 (Xinhua) -- A public secu-
rity seminar was held by 23 local organizations 
on Saturday,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improve safe-
ty and security in Chinatown area of Houston in 
southern U.S.
In the seminar, police officers as well as attorney 
gave instructions to local residences to protect 
themselves while building good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Kim K. Ogg, District Attorney of Harris Coun-
ty, where Houston locates, told Xinhua that west 
side of Houston where the Chinatown is located 
has to be a focus of law enforcement because it 
is suffering as the second highest of robbery in 
the city.
According to Ogg, robbery is the biggest prob-
lem in that area. “Killing someone in the course 
of robbing them...becomes common place in 
Chinatown. We know how much this communi-
ty needs help. So we are responding along with 
the police chief, another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o have a coordinated effort 
to stop these robberies,” she said.
When interviewed by Xinhua, lawyer Jessica W. 
Chen said that in order to maintai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Chinatow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more.
“There needs to be more police patrolling, more 
lights on the streets. We also need a hot line in 
Chinese,” she explained.
Chinatown is one of the areas with worst secu-
rity situation in Houston, where robberies are 
happening on daily basis.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2017)

Related

DA, Police Urge Caution After Crime 
Spikes In Chinatown

The ongoing outrage of Chinatown’s constituen-
cy drew a slate of local law enforcement leaders 
to the southwest Houston community on Satur-
day to address the epidemic of robberies and bur-
glaries that continue to plague the area.
Harri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Kim Ogg joined 
top brass from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a state representative, a local judge and other 
officials in meeting with more than 300 people 
gathered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s 
gymnasium.

Harri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Kim Ogg, 
center,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offi-
cials discuss safety measure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during the public 
safety seminar and town hall meeting 
Saturday in Chinatown.
The three-hour meeting began as a safety sem-
inar, with presenters offering tips to prevent 
crime, and ended as a town hall.
HPD Assistant Chief Wendy Baimbridge told the 
crowd that robberies in Chinatown were down 
but burglaries have increased.

She explained that “jugging” - stealing visible 
items from a car - and “sliding” - stealing a purse 
or other belongings from a vehicle while the oc-
cupant is fueling - are among the burglary of a 
motor vehicle crimes that have jumped 9 percent 
since last year.
Both are soul-shaking crimes against persons and 
property, she said.
“Lock your doors. Don’t leave anything in your 
car that’s in plain sight. It’s called target-harden-
ing your area and your person,” Baimbridge said. 
“Look at what’s going on around you. People will 
come up and just take your purse from you. We 
are seeing that. We are investigating that.”
Ogg announced a new special unit in her office 
that will work to dismantle crews that commit 
robberies and burglaries - which she called “epi-
demic” in Houston.
“Those cases will be filed on at a level for engag-
ing organized crime - not just robbery,” Ogg said. 
“This means that the criminals will face more 
punishment, higher bonds and the ire of juries 
who are tired of our city’s working-class citizens 
being victimized.”
The district attorney said her office is committed 
to trying to stop robberies in Chinatown as well 
as across the county.

Harri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Kim Ogg
“Those groups also target people in internation-
al communities because they are counting on the 
fear in those communities of the police,” Ogg 
said. “That fear is unjustified. Police are here to 
respond to crimes, and prosecutors are available 
to work with them to prosecute those perpetra-
tors.”
A stronger push for action began last year when 
immigration lawyer Jessica Chen was robbed 
outside the Chinatown mid-rise that houses her 
office. Two men took her purse and keys and sped 
off in her BMW SUV with her iPhone. Chen’s 
stolen vehicle was found the next day in Fort 
Bend County after the teen driver rear-ended an-
other vehicle.

Heightened Awareness
Crime issues in Chinatown - which is centered 
generally east of the Sam Houston Tollway and 
north of Beechnut - have continued since last 
summer, when area leaders and business people 
wrote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bout the “in-
creasingly intolerable” situation. The issue also 
sparked demonstrations staged in the Galleria 
area to gain greater attention.
Community awareness has been heightened in 
recent weeks by the videos posted by HPD’s rob-
bery division. That footage has circulated widely 
and sparked a particular concern in Asian com-
munities, Chen said. Surveillance video showing 
a woman whose purse was stolen from a shop-
ping cart as she loaded groceries into her car is 
footage from the parking lot of the Hong Kong 
Food Market location near the Gulf Freeway in 
southeast Houston.

State Rep. Gene Wu, whose district includes part 
of Chinatown, implored attendees to cooperate 
with police, call 311 or 911 for help and take pro-
tective measures.
“Do not leave a bag in the car - even if it’s just 
a shopping bag. Nothing in your car. Take it and 
put it in the trunk. Be smart,” he said. “If we help 
the police help us … we will no longer look like 
good victims to all the criminals.”
HPD officer Jimmy Chau said that when he start-
ed with the force 34 years ago, there were just six 
Chinese officers.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300 
Asian officers.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Gene Wu
“The robberies in Chinatown, the purse-snatch-
ing, it is an ongoing problem for the last 24 years. 
It’s like a cycle,” he said. “I’m glad you’ve come 
together to express your concerns and the prob-
lems.”
Fort Bend County 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 
Michael Hartman asked attendees for good infor-
mation, strong evidence and willing witnesses to 
help his office prosecute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ar burglary cases.
“Many of the crimes … carry over into Fort Bend 
County,” he said. “We have many instances of 
businessmen - working men and women - who 
come home from their jobs in Harris County and 
Houston who stop by the bank on their way home 
and they are followed home.”

‘Enormous Challenge’
Chen also offered written suggestions to Ogg 
about tougher prosecutions, to HPD brass about 
more effective policing and to Wu about legisla-

tion to increase penalties for juvenile and repeat 
offenders.
“Our community is facing an enormous chal-
lenge. We need to be united, and we need help,” 
she told the crowd. “We will take action to pro-
tect ourselves, protect our loved ones and protect 
our community.
Zhengwei Liu, a 38-year-old in the energy in-
dustry, shops and dines in Chinatown. He hasn’t 
been robbed but has safety concerns about his 
wife and children when they visit the area alone.

Hong Kong Food Market located on Bel-
laire Blvd. In southwest Houston
“I know they are easier targets than me,” he said 
while leaving the seminar. “It’s really bad, you 
know. People get robbed when they go grocery 
shopping, and I feel really bad about that.”
Vicky Neufer, a business banker who is Chinese, 
was alerted to the issue after Chen’s attack last 
year.
Neufer worked in Chinatown for 15 years and still 
shops and eat in the area but now is more vigilant 
in parking lots. She recently walked away from 
her vehicle instead of opening the door when she 
noticed someone who could have been lurking.
“Every time I go to the parking lot, I look around. 
I watch a lot. We all need to watch out,” she said. 
“Do we need to carry weapons? What do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danger?”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also shared a crime hotline that can be 
reached at any time for the SEAL private security 
hired to patrol the Chinatown area. That number 
is 281-407-1160. (Courtesy http://www.houston-
chronicle.com/news) 

Residents and enforcement officials attend a seminar in southwest Houston Aug. 5, 
2017. The public security seminar was held by 23 local organizations on Saturday,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improve safety and security in Chinatown area of Houston, 
Texas (Photo/Xinhua/Liu L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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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聯商務：打通“政府+企業+個人”
讓大數據更加普惠

從2009年“大數據”概念開始成為

熱點話題，到 2013年成為熱門研究課

題，直到今年有機構喊出“數據是第壹

生產力”的口號。對於數據的重要性逐

漸凸顯，銀聯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張靖文對此表示，五年之內，大數據服

務將成為壹種普惠服務。

據了解，銀聯商務作為亞太地區最大

的線下收單機構，擁有多年積累的商戶和

持卡人檔案信息，以及持卡人自身的交易

數據。截止2017年7月底，銀聯商務在全

國擁有670萬商戶、880萬POS終端、18

億張銀行卡10年消費數據以及各行業消費

場景數據（公共繳費、餐飲、停車等）。

打破“信息孤島”提供應用場景，

讓金融企業受惠
在企業數據方面，銀聯商務以海量

的銀行卡、POS機消費數據為基礎，運

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技術，通過分析小微

客戶歷史信用和經營情況，結合借貸違

約企業與及時還款企業在過往信用記錄

和行為特征上的差異，建立了數據模型

和“銀杏分”商戶信用評級體系，對企

業的信用狀況進行綜合評估，解決了包

括公司自身金融業務、銀行、小額貸款

公司、其他金融機構在信貸業務場景中

的客戶準入門檻、授信額度及貸款利率

問題，運用於金融企業的風控體系構建

和信用評估，有效減少不良貸款發生率，

降低銀企間信息不對稱程度以及商業銀

行小貸微貸的業務風險。目前，銀聯商

務已為近80萬商戶成功了超過4000億的

應急資金貸款，極大地幫助小微商戶解

決了生產經營過程中資金周轉的需求。

在個人數據方面，規模較大的銀行、

券商、保險公司雖然開始引入客戶外部行

為數據和金融數據，用於豐富用戶畫像，

但是具體如何應用各類數據，如何衡量數

據價值，如何尋找數據應用場景，仍在探

索之中。對此，銀聯商務可為金融企業提

供各類數據應用場景，例如休眠客戶喚

醒、分期客戶尋找、高凈值客戶挖掘、

流失客戶挽留、關聯產品推薦等。

張靖文表示，雖然銀聯商務擁有龐

大的支付消費分級信息數據，但面對

“大數據”時代，依然要堅持打破“信

息孤島”讓數據串聯起來。此前，銀聯

商務同壹家電子發票企業合作，將支付

和發票兩大孤島完美地融為壹體，通過

“支付+開票”的應用場景，拓展更為

廣泛的增值服務。

不受限於金融行業，讓大數據為
“政府+企業+個人”服務

銀聯商務讓數據不受限於金融行業，

張靖文解釋，針對政府機構推出了獨

特的實名驗證解決方案。當市民通過

手機或網站辦理政務服務時，通過接

入銀聯商務“銀杏認證”平臺，進行

銀行卡實名驗證、運營商實名驗證、

人臉識別驗證等方式的網絡端實名驗

證，幫助政府機構建立完善統壹的認

證體系，進壹步加強全國壹體化的“互

聯網+政務服務”技術。目前該服務已落

地全國16個省市。

據媒體報道，銀聯商務作為上海市

“壹平臺兩體系”建設方之壹，將發揮

其大數據方面的資源和技術優勢，助推

“互聯網+”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工作。

截至6月末，面向市民壹站式“互聯網+”

公共服務平臺已上線個稅申報、出入境

網上辦事、醫保賬戶險、三金查詢、機

動車駕駛員信息等56項新應用。

另外，銀聯商務基於自身大數據服

務，積極推進國家智慧旅遊的全面實施，

深化旅遊產業與大數據產業的深度融合，

構建“旅遊+消費大數據”新生態圈。

目前，銀聯商務大數據智慧旅遊平臺已

上線廈門旅遊局、江蘇省旅發委、三亞

市旅遊局、四川旅遊局等14家省市旅遊

相關管理單位，得到了市場和客戶的廣

泛認可。

而在服務民生方面，銀聯商務的第

壹批450臺“全民付”智能終端在濟南

七裏堡批發市場落地，“全民付”智能

終端上的“支付+”解決方案，交易數

據及打印出的小票可以精準記錄市場裏

售出的每壹批肉菜食品的去向，將肉菜

食品追溯落到實處，不僅保障老百姓的

“入口”安全，更為智慧菜場建設開辟

了新思路。

未來，銀聯商務將采用雲計算方式

建設數據開放平臺，搭建銀聯商務“銀

杏實驗室”平臺環境，使用虛擬化技術、

分布式計算等，擴大資源共享的範圍，

按照系統獨立部署、資源按需擴充、數

據安全可控、用戶獨立訪問的設計要求，

使數據需求方能隨時、隨地訪問所需的

分布在各數據中心的物理資源或虛擬資

源進行數據分析和建模，在數據安全合

法合規前提下，實現資源靈活配置和任

務調度管理，最大限度地使用資源，提

高數據共享的效率和信息的安全。

網聯正式運營進入倒計時 第三方支付市場監管升級
央行支付結算司發布的壹紙文件，給“非銀行

支付機構”的“網絡支付業務”原本的行業格局帶

來變數。

此前第三方支付普遍采取的直連銀行模式進行資

金轉接清算的方式，被要求全部遷移至網聯平臺處

理，並且給出了明確的正式運營時間點——2018年6

月30日。網聯正式啟用進入了不到壹年的倒計時。

資金流轉的路徑有何不同？
網聯，即“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

可以說是第壹家面向非銀行支付機構的清算網絡，

旨在為支付寶、財付通這類機構搭建壹個共有的轉

接清算平臺，並受央行監管。

那麽，央行為何引入網聯？它將帶來壹種怎樣的

運營模式？資金流轉的路徑將和以前又有什麽不同？

近年來，以支付寶、財付通為代表的第三方支

付機構呈現出迅速成長的勢頭令人瞠目。數據顯示，

2016年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規模增長了三倍，

為38萬億人民幣（5.5萬億美元）。而其中，支付

寶、財付通占比超過九成。

這種勢頭在今年仍在延續。根據央行最新數據，

今年第壹季度，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網絡支付業務

9470.90億筆，金額26.47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60.13%和 42.47%。

年初，支付寶曾宣稱要用5年的時間把全中國推

進到“無現金社會”，而微信早在2015年也曾發出

倡議。互聯網巨頭們對於搶支付市場的瘋狂爭搶從側

面證明了第三方移動支付的熱度。然而，壹個不可忽

視的問題是，網絡支付在帶來了便利之余，也存在壹

些安全隱患，包括個人信息的保護等等。對於這壹飛

速發展的市場如何創新監管，考驗著監管層的智慧。

在網聯方案誕生之前，第三方支付公司采取的

是與銀行壹對多的對接模式，即用戶在支付公司開

立虛擬賬戶，支付公司再利用其跟很多銀行建立合

作關系，在各行開有賬戶以完成匯款，同樣達到跨

行轉賬的目的。

這個過程當中會有什麽問題呢？專家解讀稱，

這種直連銀行“完美繞開”央行清算系統的方式的

確有壹定用戶優勢，卻使銀行、央行無法掌握具體

的交易信息和準確的資金流向，有可能成為非法交

易、洗錢等惡性事件滋生的土壤。

通過網聯實現對第三方機構的“收編”，被認

為有利於及早發覺潛伏中的風險。有業內人士表示，

這或將終止目前第三方機構野蠻生長的局面，並使

得資金流轉的路徑透明化，有利於整體行業的“長

治久安”。

網聯出世背後折射監管升級
7月中旬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要把主

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

學防範，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著力防

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著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線和風險

應急處置機制。作為互聯網專項整治的壹部分，第三

方支付行業風險的監管正在實踐中逐步升級。

此前下發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規

定了非銀行金融機構移動支付企業必須具備第三方支

付牌照。今年1月13日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

關於實施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有關事項的通

知》，讓互聯網金融支付機構交付客戶備付金。

完善頂層設計的同時，央行繼續勒緊了第三方

支付牌照的發放和續牌，違規的機構的出發頻次、

力度也有增強趨勢。據統計，2016年至今，央行針

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已開出數十張罰，處罰金額過億

元，其中，由於違反相關清算管理規定，去年8月

對易寶支付開出罰款加沒收違法所得合計就高達

5295萬元。

兩大支付巨頭也未能幸免。以今年5月為例，

央行給財付通和支付寶首次開出罰單，被認為表明

了當局重拳整治第三方支付行業監管的決心。

監管盲區不能單純依靠風險集中暴露之後的通

報處罰來覆蓋，從源頭上將第三方支付納入統壹監

管的必要性漸現。其實，網聯的籌建已經討論了兩

三年。自2016年8月獲得批復，從今年3月底至今，

網聯試運行已經超4個月。目前，已有財付通、網

銀在線、快錢、支付寶、平安付等機構完成接入。

然而，最終網聯是否能夠兼顧好創新與防風險，

仍將面臨用戶體驗、技術層面等的挑戰，網聯仍將

經歷壹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有業內人士表示，網聯

的上線揭開了支付清算領域的新篇章，這是壹個時

代的結束，也是壹個時代的開始。

波黑小鎮舉行瀑布跳水賽波黑小鎮舉行瀑布跳水賽 選手挑戰選手挑戰2121米瀑布米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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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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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區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喜富來台菜館
9600 Bellaire Blvd., #105, 
Houston, TX 77036
(王朝超市廣場)

金荷中醫針灸健康食品
9110 Bellaire Blvd., Suite B
Houston,TX 77036 
(惠康超市廣場)

糖城區
騰龍教育學院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TX 77478 
(家樂超市廣場)

Memorial 區
金萱茶
1041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大華超市廣場)

售票地點:

網上訂票 : THH2017.us
詳情請洽 : 713.270.9988

廣 告

07/15/2017
08/12/2017
09/14/2017

星期六 2017年8月12日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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