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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社區學院將從8月28日星期一
開始新學期課程

為個人在日益國際化和強調技術化的社會工作做準備

休士頓全僑歡送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休士頓全僑歡送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黃敏境先生榮昇華府晚宴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斯頓
社區學院（HCC）於 2016 年 8 月
18日正式宣佈: 休斯頓社區學院行
政部門努力在 HCC 業務的各個方
面開放透明。 我們希望向學生和
社區保證，我們的教職員工有資格
執行，保持和致力於提供有意義的
學術教育計劃，支持所有的學生完
成他們的教育目標，並發展他們的
工作技能，以滿足他們未來的職業
需求。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繼續創建學
生實踐的經驗，協助和支持學生成
功和為秋季學期開始做準備，新學

期課程將從 8 月 28 日星期一開始
。

關於 HCC 的詳細信息：休斯
頓社區學院（HCC）由 15 個卓越
社區學院中心和眾多衛星中心組成
，為大休斯頓地區不同社區的人們
服務，為個人在日益國際化和強調
技術化的社會生活和工作做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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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酸瓜」短片系列是由一群
在紐約從事媒體專業的電影人籌劃拍攝的有關
於在美國亞裔生活中刻骨銘心的‘喜怒哀樂’
的系列短片。這一群在美國出生長大的亞裔電
影人鑒於對亞裔社區的關心、對亞洲多元文化
的興趣，加上他們自身成長的體驗，尤其這將
是提供讓亞裔的的朋友參與影片的演出的機會
。所以她(他)們在忙碌的專業工作之餘，認真的
籌備製作 「小酸瓜」短片系列。

其中的的一個短片將於2017年10月7日(星
期六)在休士頓拍攝。此一影片演員的試鏡與選

角也將於2017年9月8日(星期五)及9月9日(星
期六)晚上舉行。

有興趣的朋友請參考下列徵求演員的須知:
1. 影片內容: 此短片是講述一個中國家庭的三
代之間詼諧加上一些超現實的互動情節，片中
探索中國人的迷信與年長者的睿智。全片僅有
三分鐘的長度，將與其它七個短片在網上播映
。
2. 徵求有創意及自然面對鏡頭的義工演員，
不要求有實際的演戲經驗。
3. 錄取的義工演員為無償工作，必須參與兩

個晚上的排練與一整天的拍攝。拍攝團隊將提
供餐點，飲料。當然拍片的樂趣與經驗應是演
員最大的回饋。
4. 短片徵求的演員腳色如下:

姥姥, 女性, 華裔, 80-96歲
姥姥是一位反傳統的人物，高齡對她行動

的限制使她惱火。她對家人
成員善待她反應冷漠。她一向獨立自主，時

髦，性子急，直言。
玲 Ling 女性, 華裔, 40-47歲, 玲是姥姥的么

女。是一位超級媽媽，在家裡她適當的拿捏中
國的傳統

與美國的生活方式。她有時會給家人壓力，
如果她認為是正確的說詞。她善於烹飪，拉麵
是她一絕。

JT 男性, 華裔, 40-47歲, JT 詼諧有藝術天份
。疼愛孩子，隨意開玩笑。儘量避免家庭成員
衝突。

WILLOW 女性, 華裔, 10-12 歲, Willow 像
她的父親有藝術天份。她聰明，善解人意，卻
常有意想不到的創意舉動。她喜歡作鬼臉，也
不在乎塗了一臉的食物。

CHARLIE, 男性, 華裔, 14-18歲
Charlie 是一位有教養，有抱負，英挺的男孩。
喜歡戲弄他的妹妹。能吹奏管樂器為佳。對此
短片腳色有興趣的朋友請將下列資訊送到電子
郵件網址:cornichongroup@gmail.com
1) 您有興趣的腳色
2) 您的照片影像或是您的錄像鏈結網址
3) 簡述您對短片拍攝有興趣的理由以及您的
表演經驗
4) 可以直接聯繫您的電話號碼, 此短片導演鄭
班班在德州出生成長，她擁有德州大學奧斯汀
電影學士及紐約大學電影碩士學位，主修導演
，攝影及編劇。影片製作與導演經驗豐富。

日期 (Date) ： 9 月 23 日星期六, Sat-
urday on September 23, 2017
時間 (Time)： 晚上六時半, 6:30 PM
地點 (Place)： 珍寶海鮮樓餐廳 Ocea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11215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Tel:
281-988-8898)

餐費 (Dinner Ticket)： 個人贊助榮譽
票:$50
Individual VIP Ticket: $50
贊助席: 每桌 US$300.00 (十人一桌)
Sponsor Table: US$300 (table of 10)
將以收款日期先後安排桌次
社團若買一桌可免費刻字在歡送牌匾

上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葉宏志、黎淑
瑛、劉秀美、甘幼蘋、休士頓中華公
所
支票抬頭 :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 LCW
Mailing Address: Mrs. Alice Hung (趙婉

兒),Treasurer
455 Hunterwood Dr., Houston, TX
77024
( 趙 婉 兒 Tel: 713-480-4885, Email:

alice.hung@hotmail.com )
餐會聯絡 (Contact) :
陳 慶 輝 Henry Chan , Tel:

281-989-3517, Email: henryhing-
fai@gmail.com
丁 方 印 Francis Ding, Tel:

713-376-9028, Email: francisfd-
ing@gmail.com
劉 秀 美 Shelley Ding Tel:
713-376-9029 Email: dings852@gmail.
com
趙 婉 兒 Alice Hung, Tel:
713-480-4885 Email: alice.hung@hot-
mail.com

祝福黃處長仕途一帆風順! 謝謝
支持贊助。

鄭班班返休拍攝 「小酸瓜 」 短片系列
現正徵求各年紀華裔演員，歡迎應徵

圖為 「 愛心組織 」 歷任會長（左起）孫威令、謝家鳳、黃
登陸、陳瑩、徐小玲。（記者秦鴻鈞攝）

愛心組織為非營利機構
、聯合三十多個休士頓中華
組織、包括有各僑社組織，
宗教團體和商家等共同籌款
、策劃推動我們共同的宗旨
為目標。我們的宗旨是增強
在美華人社團的團結，幫助
休斯頓地區民族弱勢和貧困
社群以及地區民族之間的溝
通與和諧。

愛心組織在過去二十四
年每年都挑選在休斯頓貧窮
的學校捐贈該校學生全年教
學用品。深得僑社和主流社
會的肯定。

今年己邁進第二十五年
、經過益心挑選出 William

Sutton Elementary
School.

Address: Auditori-
um of William Sutton
Elementary School

(7402 Albacore Dr, Houston,
TX 77074)

高達90%低收入貧窮家
庭的小學、準備捐贈該校共
1000多位學生的生全年教學
用.
二0一七年
包裝：週五， 2017年8月25
日
下午4 - 7:30設置－準備,包
裝
二0一七年，週六8月26日
上午11點 - 下午2點裝飾與
設置
下午2 - 2:30發放儀式
下午2:30 - 3:30分佈學習用
品

愛心組織年度學用品發放
8月25 日包裝，8月26 日發放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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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 時間: 2017 年 8 月 26 (周六)，
上午10:00am-12:00pm

．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
動中心

． 主講人: 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
藙婷

眾所皆知華人愛用藥，特別是隨著年齡漸

長，多數人特別對於藥品服用或維他命補
充都是越吃越多，卻都沒有深入了解藥品
或維他命對於健康的影響。您知道心臟病
、高血壓、降胆固醇、或稀釋血液(抗凝血)
藥品的作用及副作的影響嗎？無論是藥物
或維他命應該怎麼使用？什麼時候使用時
，應該喝多少水？能否可以搭配牛奶、茶
、咖啡、或果汁一起使用呢? 吃藥的時候，
有什麼食物或東西要避免或少吃？什麼樣的藥
是要整顆吞下或咬碎？藥品或維他命，應該如
何選擇及正確使用?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有鑑於此，特於8
月26日上午邀請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
婷舉行一場 「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專題社
區講座。講座中，藥劑師王藙婷將告訴大家對
於藥物或維他命的正確服用方法和如何使用才
能讓藥物發揮最大效用。例如，阿斯匹靈要該
如何服用才是對的，鐵質應如何補充等。還有
大家常聽到的鈣與骨質疏鬆等問題。歡迎凡對
健康有興趣、想了解更多藥物知識及常識的朋
友們屆時前來參與王藙婷藥劑師1974奧斯汀德

州大學藥學系畢業後，曾在紐約實習。隨後任
職於美國印地安那卅 OSCO drug store 和 Wal-
green 藥房。1984年受聘就職於休士頓西南紀念
醫院。22 年後，擔任德州兒童醫院主管，現任
休士頓西南紀念醫院藥劑師。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8 月 26 日社區活
動健康講座入場免費，當日現場並備茶點招待
，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美
南銀行連絡電話： 713-771- 9700 Fenny To，
713-272- 5045 Ling Chuang ( 中/英 文)， 或
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地址: 6901Corpo-
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
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
拉斯 Plano、Richardson 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
、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
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
務辦事處。2017 年 9 月，將在達拉斯地區再新
增設分行。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
行特別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務，歡迎大家多多
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swnbk.com

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大會特邀王維力主講藝術之永恆
(本報訊)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大會特邀王維力主講藝術

信仰理想為了凝聚和推動美南地區的華文創作，休斯敦華文作家
協會於2017年6月在休斯敦註冊成立。各位入會作家的創作成績
，向外界充分展示了美南地區的華文寫作實力，引起了各界廣泛
關注。

為了讓休斯敦地區喜歡藝術與文學的朋友更多了解世界藝術
的發展脈絡，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將於8月27日下午1:30-3:30
，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舉辦成立大會，並特邀享譽海內外的
著名藝術家王維力先生擔綱主講他一生所堅守的藝術理想。

王維力先生的藝術創作豐碩燦爛，與此同時，多年來他還帶
領著自己的學生走遍世界各地，探索人類藝術的發展寶庫。這次
演講，他將特別為大家展示他們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藝術瑰寶，
是一次非常難得的藝術享受和體驗，也是旅遊者們最渴望得到的
藝術信息。為了表示對休斯敦華文作協的大力支持，也是出於他
對休斯敦文化界的竭誠奉獻，王維力先生八月特別開講，免費入
場，機會非常難得。

演講主題：藝術之永恆
主講人：王維力

時間：2017年8月27日下午1:30-3:30
主辦：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
協辦：休斯敦幸福讀書會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聯繫人：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陳瑞琳 832-380-9688
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 任國平 ：317-531-1525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麥當勞升學教育展》》即將舉行即將舉行 （（二二））
【本報訊/記者鄧潤京】本月26日，星期

六 ， 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 將會舉辦一年一
度的《麥當勞升學教育展》。教育展中或許會
得到驚喜。

本次教育展設立了獎學金項目。既然是獎
勵，一定是獎勤罰懶。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的獎學金也無非是循此常例。參加教育展的學
生在進門口的時候，都會領到抽獎券。與其它
只憑運氣的抽獎小票不同，該抽獎卷上已經印
好了若干方格子。

每個格子代表了一所大學。學生需要帶著
抽獎卷訪問這所大學的工作人員，並在方格子
上蓋章確認。蓋滿章子的抽獎卷方為有效，進
入抽獎程序。看來，只憑運氣就可以得到獎學

金，這種想法在《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當天並
不切實際。

為了成功舉辦本屆《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麥當勞公司也為參與的家長提供了禮品。這份
小禮品的獲得，全憑運氣。參加抽獎，都有機
會。禮物雖然並不貴重，也是給那些關心自己
孩子成長的家長們一種鼓勵。

透過種種努力，《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的
主辦方無非是想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一年一
度的盛會，會對準備升大學的高中學生帶來潛
移默化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將會伴隨著今天的
學子走向社會。

其重要性對於想升大學的高中生和家長，
不言而喻。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超齡兒童保護法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超齡兒童保護法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美國的移民申請，無論是

親屬移民還是職業移民，常常
因申請等待時間過長，導致家
庭成員中的兒童達到21歲，被
視為超齡而不能隨其他家庭成
員一同移民美國。

但遇到超齡問題並不是一
定沒有希望。美國政府也意識
到這個問題的普遍性。 2002年
8月6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
兒童身份保護法案 (Child Sta-
tus Protection Act，CSPA)。該
法案的出台，大大減少了受益
人因為超齡(age-out)而失去移
民資格的現象，令不少家庭得
以團聚。

超齡兒童保護法並非對所
有的超齡兒童都適用，但是能
在一定的條件下對受益人的年
齡進行“凍結”。它適用於親
屬移民，職業移民和抽籤移民
。

超齡兒童最常見的有兩種
情況，分別表現在親屬移民和
職業移民中。

第一種情況舉例說明，綠
卡持有人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
可以申請綠卡，但是需要等待
1-2 年的排期。當綠卡持有人
成為公民，其21歲以下的未婚
子女就成為了移民法意義上的
“直系親屬”，不需等待排期,
只需要等待移民局的審理時間
就可拿到綠卡。可是如果綠卡
持有人成為公民以前，孩子超
過21歲，就成為“超齡兒童”
，不再是移民法意義上的“直
系親屬”，將要等待 6-7 年左
右的時間才能等到排期。

第二種情況出現於職業移
民。通常在職業移民申請中，
主申請人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
可以與主申請人一起拿到綠卡
。但如果子女超過21歲，就失
去了與主申請人一起拿綠卡的
機會。

超齡兒童保護法如何保護
超齡兒童

1．如果父親已經歸化入籍
併申請他20歲的孩子。根據以
前的法律，孩子在拿到綠卡之
前必須不滿21歲。如果他超過
21歲，他的申請將由“直系親
屬”轉為親屬移民第一優先，
孩子將要等待 6-7 年左右的時

間才能拿到綠卡。
在上述情況下，根據超齡

兒童保護法，孩子的年齡“凍
結”在 I-130 遞交的時間。儘
管他拿到綠卡的時候已經滿了
21歲，從移民法上看，他仍然
是20歲。

2．如果父親是美國綠卡持
有人，併申請了自己20歲的孩
子。父親在孩子21歲差一周時
歸化入籍。孩子不可能在一周
之內完成包括打指紋和背景調
查等綠卡申請的全部程序。按
照舊的法律，孩子的申請將被
轉為親屬移民第一優先。但根
據超齡兒童保護法，孩子的年
齡在父親入籍那一天“凍結”
。因為他那一天還不滿21歲，
可以按照“直系親屬”無需排
期拿到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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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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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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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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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
al-entreprn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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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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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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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55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年8月19日 Saturday, August 19, 2017

美人歸Melgrace™
退潮熱退潮熱，，助好眠助好眠 華人專業協會華人專業協會99月月1616日在恆豐銀行日在恆豐銀行1212樓舉辦講座樓舉辦講座

（ 本報訊）如何運用
“科學養生與美容”來鎖
定健康，鎖定青春，鎖定
年齡，延長“健康的生命
”！
自 古以來人們都在追求
“長生不老”的方法，雖
然沒找到，至少也證實了
人體就是一座精密的生物
化 學 工 廠 （Biochemical）
，我們只要把原料給足，
給對，它的化學反應就對
了。

許多著名的“養生保健”專家們，都一致認為專注、
堅持“科學養生與美容之方法， 雖然不能做到永遠不死
（因為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規律），但可以延緩人體

衰老，疾病，延年益壽還是輕鬆可以做到的。
人體衰老的過程，就是人體不斷被氧化的過程，例如

蘋果切開不久會變褐色（氧化=老化=癌化）。所以人體的
自由基（Free Radical）就成了熱點問題。

*如何對抗體內時刻產生的自由基呢？
*如何讓細胞修復，更新，發揮人體“自癒”力呢？
*如何延緩老化，留住青春，活出健康的人生呢？
華人專業協會，邀請新世紀養生學苑“養生與美容”

專業指導老師劉銀珠女士為大家做現身說法，認識疾病的
誘因“自由基”，如何用科學養生與美容，讓您脫胎換骨
, 美夢成真。

歡迎僑界有興趣改變自己的朋友，偕伴參加“科學養
生與美容”座談會。

地點：恆豐銀行12樓
時間：九月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10點至12點

【本報訊】“潮熱”是在
毫無預警之下，熱感從胸部
向面部和雙上肢迅速蔓延，
有時伴有心慌、出汗。發生
的原因都是激素分泌紊亂，
植物神經系統平衡失調，導
致血管收縮舒張運動處於混
亂狀態。

北美女性更年期保健品【美人歸】追求“內調外養”的天然療法，
堅持“標本兼治”的健康理念，通過分子細胞活化純化技術萃取而成。
從啟動卵巢功能及調節內分泌兩方面著手，有效調理女性因陰津虧損、
卵巢早衰引起月經不調、手腳冰涼、腰膝酸軟、性慾冷淡、失眠煩躁、
皮膚衰老等問題。

服用方法：每瓶120粒，每天2次，早晚各1次，每次2—4粒。
作用機理和針對人群：【美人歸】採用世界上最先進的分子細胞活

化純化萃取技術，從東西方多種草本精華植物中提純出10倍高濃度的天
然大豆異黃酮精華素、婦科仙草北美升麻，配合中國上千年經典藥材酸
棗仁、枸杞子、茯苓、浮小麥、淫羊藿等有效成分，重新均衡分泌女性荷爾蒙，調整內分泌，調
理氣血，切實達到改善更年期症狀的目的，讓女性重返青春靚麗的年輕態！

（1）30歲—40歲的女性：月經不調。女性由於激素分泌失調，導致明顯的月經不調的症狀
。 【美人歸】針對月經不調（經期無規律，經量忽多忽少等）、經期綜合症效果顯著。同時調理
女性卵泡激素的分泌，從根本上解決女性月經不調和經期不適的症狀。

（2）40歲—45歲的女性：色斑、面色晦暗無光、性慾減退 ，更年期提前。由於性腺軸功能
失調，內分泌系統紊亂，出現血液循環欠佳的症狀，表現在臉上就是明顯的色斑和黃褐斑，在身
體體內表徵是性慾減退和月經不調。 【美人歸】能調節內分泌，淡化色斑、黃褐斑的形成，使色
斑皺紋減少，皮膚更有彈性。

（3）45歲—55歲的女性：潮熱多汗、心煩易怒、頭暈頭疼、閉經、失眠等各種症狀。體內氧

自由基增加引起內分泌失調，則出現更年期閉經、潮熱多汗、心煩易怒等症狀。 【美人歸】中的
有效活性成分能清除自由基，調節內分泌，緩解更年期症狀。

（4）55歲以後的女性：延緩衰老，強化免疫，減少骨質流失和老年健康問題。女性50歲左
右是女性進行今後中老年保健的關鍵時期。專家指出，女性要學會保護自己，這樣才能保護好後
半生的健康。 【美人歸Melgrace™】淡化老人斑，加強體力，提高免疫力，延緩衰老。建立體內
雌激素新平衡，減少骨質疏鬆，降低婦科疾病風險。

嘉康藥業榮譽出品
加拿大製造，國際GMP認證，美國FDA註冊號#19090670562，加拿大天然品NPN#80032928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址：www.royalnatural.ca

艾灸與健康
潤元堂國醫館

【本報訊】“針灸”，“針灸”，其實是針刺和艾灸兩種治
療方法的總稱。治療疾病，兩者缺一不可。針刺是通過針對穴位
的刺激，來調動經脈中氣機的運行，從而平衡人體的生理功能；
艾灸則是通過艾草燃燒產生的熱能對經絡起到溫通的作用。對由
寒和瘀引起的疾病，艾灸的功能往往不是單一的針刺所能替代的
。

艾灸有很多形式。簡單的可以用手持艾條（分有煙、無菸兩
種），在穴位上方懸停一段時間來加熱穴位。也可以隔姜、蒜、

或其他藥物來灸。現在最常用的方法是將艾條置入特
製的艾灸器（或罐或盒），點燃後將艾灸器件放置在
欲灸的穴位上。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方便，灸者不用手
持艾條。

艾灸的一個副作用是容易引起輕度燙傷，比如皮膚
起泡等，對體內有濕的患者更是如此。很多時候這屬
於人體的排病反應，不僅沒有任何不良後果，反而對
治療是有好處的。但對現代人，特別是年輕女性，這

種治療方法有時難以接受。
在古代，養生治病，特別是久病重病，提倡瘢痕灸。那是直

接將小的艾炷放在穴位皮膚上點著，這樣反复地點燃一個又一個
的艾炷，對穴位進行直接的熱刺激。對於重症，在某些特定的穴
位，如足三里和關元穴等，要求灸後化膿，即發灸瘡，這樣才能
達到治病延年的效果。古人認為，一年中對某些特殊穴位作定期
定量的化膿灸，對袪病延年大有裨益。化膿灸也曾在日本廣泛流

行。從現代觀點來看，化膿灸在體表產生一個無菌性的炎症，從
而刺激免疫系統，保持其活力，提高人體的抗病能力。

直接灸的關鍵是要找操作得當的好中醫師，即使是最極端的
化膿灸，也沒什麼痛苦，更不會出現不必要的感染。瘢痕灸因為
不可避免地會留下疤痕而讓大部分現代人望而卻步，但這種方法
對治療某些慢性病和重病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對很多特別危重
的疾病，在其它中西醫治療方法都無效時，重灸可達到起死回生
的效果，中醫稱為“回陽救逆”，無論是古書記載還是現代臨床
實踐，都證實了這一點。所以艾灸是很多針灸高手為自己和家人
治病的方法。廣大讀者如果放下顧慮，大膽地接受這種治療方法
，一定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治療效果。

普通的保健灸，可以自己在家裡操作；如果是治病，則應該
找專業針灸醫生。潤元堂國醫館以病人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提
供針灸服務。診所位於 Galleria 附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 77057，電話832-818- 0707。

古典家具及家庭裝飾品店古典家具及家庭裝飾品店 「「UL United Inc.UL United Inc. 」」
現正舉辦歇業前清倉大拍賣現正舉辦歇業前清倉大拍賣，，歡迎各界來掘寶歡迎各界來掘寶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全球醫療健康中心
8 月 26 日辦健康講座系列： 健康生活之體驗和疾病預防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斯敦衛
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 全
球醫療健康中心將於8 月 26 日（ 下
周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休斯敦衛
理公會醫院一樓（Dunn Tower ) 房
間號D1- 059 , Rio Grade , 舉行健康

講座系列，主題： 「健康生活方
式、體驗、疾病預防和慢性病管
理 」由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健康
中心家庭內科醫生 Cristina Bo-
cirnea, MD, MS, FACP 主講。

Dr. Cristina Bocirnea 於 2016
年加入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健康
中心。她在凱斯西儲大學(俄亥俄
州克利夫蘭)獲得臨床研究碩士學
位。隨後，她在羅切斯特大學(紐
約州羅徹斯特羅徹斯)取得了醫學
博士學位，並在那裡完成了內科
住院醫培訓和老年病學的專科培
訓。

Dr. Bocirnea 是美國醫師學
會的研究成員，也是肥胖研究學
會的會員。她同時獲有內科醫生
和老年醫學專科醫生執照。

長年在教研醫院行醫，Dr.
Bocirnea 深入研究了人口健康、
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並深知其

重要性。她的研究方向包括身體鍛
鍊和素食飲食在健康生活方式中的
作用，以及預防和管理慢性疾病例
如肥胖，高血壓和2 型糖尿病等。

Dr. Bocirnea 目前在德州醫療中
心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的門診中心

看診。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坐落於全

世界最大的醫學中心——德州醫學
中心，90 多年來由於精湛的臨床技
術和高病人預後率，受到廣泛認可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有6個優秀重
點專科中心，包括德貝基心血管中
心、神經科學中心、癌症中心、骨
科和運動醫學中心、J.C.沃爾特移植
中心和安德伍德消化疾病中心。
2017 年度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
排行榜上，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再
次被評為全美最佳醫院，並連續6年
被評為德州第一的綜合性醫院。有8
個專科名列前茅並被評為全美“最
佳醫院”，包括心臟、消化、神經
、骨科等；有9種手術操作和治療效
果被評為全美領先水平，包括腸癌
手術、肺癌手術、主動脈瓣膜手術
、心臟衰竭、髖關節和膝關節置換
、慢性阻塞性肺病等。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全球醫療
健康服務中心（HMG）有母語為中
文的專員為中國病人安排預約、提
供機場協助、提供住處和交通信息
、提供口譯、協調醫院各部門、提
供醫療費用估算、簽證所需材料等

。 2016年，HMG給全
球來自 86 個國家的病
人提供就診服務，就診
人次達1萬餘次。中國
病人如需就診，請聯繫
: rchu@houston-
methodist.org 或中文熱
線: 713-363-7093。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
院的地址：6565 Fan-
nin St.Dunn Tower,
Houston,TX .77030, 建
議停車在Scurlock 大樓
停 車 樓 （Scurlock
Tower 停 車 場 地 址 ：
6560 Fannin St ., Hous-
ton TX 77030 )。從停
車 場 二 樓 走 進 醫 院
Scurlock 大樓，穿過天
橋至 Dunn 大樓一樓，
按 指 示 至 Rio Grande
會議室。詳情參見地圖
。

如 有 問 題 ， 請 聯 繫 E-Mail:
yli2@houstonmethodist.org, 聯繫電話
： 713-441-6745 。於 8 月 23 日前
通過 email 或電話預留座位的前 50

名出席者可獲 Scurlock 大樓停車場
三小時停車券一張。屆時現場將提
供翻譯及茶水。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Harwin 路上的古典
家具及古董家具裝飾品店 「UL UNITED INC. 」
現正舉辦歇業前清倉大拍賣。全店四百多種古典
家具及各式家庭裝飾品，燈具現正全面清倉，一
個不留，歡迎大家來尋寶！

「UL United Inc. 」 為一進口古典家具及裝
飾品批發店，全店內四百多種古典家具包括： 古
典沙發、茶機、燭台，古典鏡子，各式古董擺設
，古典燈具，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擺幾件在家
中，更憑添生活品味 ，和家庭的氣派。拍賣僅此
數天，歡迎大家來掘寶，勿失良機。

「UL United Inc. 」的負責人為Debbie Geng,
該店地址： 7520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532-6643圖為圖為 「「 UL United Inc.UL United Inc. 」」 店面各式古典家具及各式古董裝飾品店面各式古典家具及各式古董裝飾品，，

琳琅滿目琳琅滿目，，等您來掘寶等您來掘寶。（。（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UL United Inc.UL United Inc. 」」 店面各式古典家具及各式古董裝飾品店面各式古典家具及各式古董裝飾品，，
琳琅滿目琳琅滿目，，等您來掘寶等您來掘寶。（。（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主獎人Dr. Cristina Bocir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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癢癢，，癢癢，，癢癢，，越抓越癢越抓越癢！！
冬天冬天，，你的皮膚瘙癢嗎你的皮膚瘙癢嗎？？

機遇只屬於有準備的人機遇只屬於有準備的人，，
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
了馬雲在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
喜歡阿甘，喜歡他的永不言敗、純粹
、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很多人也
欣賞阿甘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
幾個人做到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
了。馬雲說他喜歡裡面的一句話：人
生就像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

是什麼味道。很多人都知道這句話，
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的領悟這句話而
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
隨便便成功的，成功總是留給足夠努
力、勇於挑戰自我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會
說，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說，
我的專業很冷門，找不到工作。現在

，就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
，其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3-6個
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
薪達到10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一家總部位於達
拉斯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
剛進駐休斯敦。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
業，或者讀書時GPA不夠理想，一直

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
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以
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
了解了LaneCert.com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
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一
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LaneCert的劉校
長介紹，LaneCert培訓
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
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
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
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
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
。眾所周知，電子高新
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
，技術人員供不應求。

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
出。全美統計，Cisco 互聯網專家
CCIE只有1萬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
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培
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構
，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
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
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
能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
很難學。其實，事實完全相反！這也
正是LaneCert最大的優勢！零基礎，
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
，Cisco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
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
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
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幫助你在3到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
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
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
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
人對於中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
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的教學方
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採
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

都有被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
上的困惑，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
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失
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
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Cert承
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
找不到工作，LaneCert僱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
妥協於懶惰、安於現狀，不想努力
。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好，其實
，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
不夠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

是事物本身，而是我們自己。同樣的
，成就我們的，也是我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
，永不嫌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
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
運的機會，你，能抓住嗎？ Cisco 互
聯網專家培訓 CCIE，隨到隨學，試
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
業培訓學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
習。休斯敦分校已經開學，如果你沒
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份、
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
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
值的機會，世界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
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
ton, TX77072
電話：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冬季天氣寒冷，皮膚瘙癢患者也越來越多
。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皮膚開始出現不
明原因的瘙癢，特別是晚上臨睡前，許多人剛
脫下衣服不久，皮膚就會癢起來，而且越撓越
癢，越癢越撓。有的人把皮膚撓破了，還是不
能解決問題，非常煩惱。殊不知，這一切，都
屬於冬季皮膚瘙癢症。

發病原因：低溫、乾燥，引發瘙癢。
皮膚分表皮、真皮及皮下脂肪。表皮的最

外層為角質層，由於角質層本身的吸水、屏障
功能，以及角質層中含有的天然保濕因數，即
氨基酸類、乳酸鹽及糖類等的作用，使角質層
保持一定的含水量，維持皮膚的濕潤。 一般
情況下，皮膚有完整的屏障作用，所以不癢。
但冬季，人體皮脂腺、汗腺分泌會有所減少，
皮膚缺乏汗液與皮脂的滋潤和保護，很容易因
乾燥而導致表皮脫落，出現細微的皸裂，神經
末梢暴露於環境中，輕微的理、化刺激即可引

起劇烈的瘙癢。另外，人的皮脂
在溫度高時呈液體或半液體狀，
容易排出體外。冬天氣溫較低，
人的皮脂呈固體狀，不易被排出
體外，它也會刺激皮膚產生癢感
。中老年人皮脂腺、汗腺萎縮，
皮膚變薄乾燥，瘙癢表現更為突
出。此外，冬季生活在加拿大的
人們，處處都有暖氣。由於室外
寒冷，室內中很少的濕氣都會被
蒸發到牆壁和玻璃窗上，使得室
內更為乾燥，有冬季瘙癢症的人

群，瘙癢更為加劇。這樣，室內最好買一個噴
濕器，增加室內濕度。還有，冬季瘙癢症的人
不宜常洗澡，即使洗澡也要注意不要用鹼性大
的洗浴液。洗完澡後，最好將身體皮膚塗一層
保濕露，使表皮皮脂不要流失過多，保護表皮
的水分儘量少被蒸發，這樣會降低或消除冬季
瘙癢症。

如果上述的辦法都用過了，瘙癢症還是不

斷地刺激著你，這時，忍無可忍的你就要找止
癢藥來幫忙了。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止癢藥都
是激素藥。大家都知道，激素藥指標不治本。
只能緩解，不能根治，而且對身體有害。長時
間用激素藥止癢，會使皮膚越來越敏感，瘙癢
會越來越加劇。這裏向你推薦全加拿大熱銷的
“劍牌”皮膚病霜，止癢效果特別好。更為難
得的是：它沒有“激素”，並且得到了加拿大
政府的認可，是純天然中草藥精製而成。它溫
和、細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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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進入了部分西人市場。它的止癢
效果，一試便知，你一定會驚呼它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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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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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舉行記者會介紹下半年度重要活動德州佛教會舉行記者會介紹下半年度重要活動

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法師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法師（（ 立者立者 ））致歡迎詞致歡迎詞。。

德州佛教會副會長玉佛寺宏意法師德州佛教會副會長玉佛寺宏意法師（（ 右右 ））介紹介紹
剛於剛於77 月月 2525 日至日至 88 月月 99 日舉行的日舉行的 「「 德州菩提德州菩提
人文營人文營 」」 。。

玉佛寺弘法處修慧法師玉佛寺弘法處修慧法師（（ 立者立者））介紹菩提中心九介紹菩提中心九
月份四日禪修及十月份菩提中心禪七月份四日禪修及十月份菩提中心禪七。。

續超法師續超法師（（ 立者立者）） 介紹九月份即將舉行的盂蘭盆介紹九月份即將舉行的盂蘭盆
法會和菩提中心回向法會和菩提中心回向。。 記者會上由佛教會文宣張偉堯記者會上由佛教會文宣張偉堯（（立者立者））介紹與會的記者及佛教會各組負責人介紹與會的記者及佛教會各組負責人。。

玉佛寺陳榮嬌總幹事玉佛寺陳榮嬌總幹事（（ 立者立者））介紹介紹
佛教會佛教會 「「年度義賣會年度義賣會 」」 。。

菩提中心秘書葉宏志菩提中心秘書葉宏志（（ 立者立者 ），），介紹菩提中心每年介紹菩提中心每年
三月第二個週六舉行的三月第二個週六舉行的 「「敦親睦鄰日敦親睦鄰日」」 。。

當天玉佛寺以精彩當天玉佛寺以精彩、、豐盛的素食招待全體與會的華文媒體豐盛的素食招待全體與會的華文媒體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休城讀圖 BB88星期六 2017年8月19日 Saturday, August 19, 2017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20172017年年77月月1616日日((農曆丁酉年農曆丁酉年66月月2323日日))為為
關聖帝君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

德州天后廟會長德州天后廟會長
翁作華翁作華、、副會長副會長
楊贊榮楊贊榮、、副理事副理事
長陳作堅長陳作堅、、元老元老
雲偉嘉向關聖帝雲偉嘉向關聖帝
君寶旦上敬酒君寶旦上敬酒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理事長陳副理事長陳
作堅作堅、、江鎮煖江鎮煖、、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江伯母江伯母、、創會長許華章創會長許華章
、、馬小卿堂主馬小卿堂主、、經生班在關聖帝君寶旦上共沐神恩經生班在關聖帝君寶旦上共沐神恩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
、、江鎮煖江鎮煖、、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江伯母江伯母、、創會長許華章創會長許華章、、馬小卿馬小卿
堂主及經生班在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先向觀世音菩薩上香堂主及經生班在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先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
、、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理副理
事長陳作堅事長陳作堅、、江鎮煖江鎮煖、、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江伯母江伯母、、
創會長許華章創會長許華章、、馬小卿馬小卿
堂主及經生班在慶祝關堂主及經生班在慶祝關
聖帝君寶旦上香祈福聖帝君寶旦上香祈福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理事長陳副理事長陳
作堅作堅、、元老雲偉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生果元老雲偉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生果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理副理
事長陳作堅事長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元老雲偉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
金豬金豬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理事副理事
長陳作堅長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茶元老雲偉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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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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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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聞

（中央社）嘉義縣沿海偏僻區發生多起電纜
線竊案，不僅造成台電損失，民眾也受害，警方
分析可以在地面利用伸縮桿輕鬆將電纜線剪下，
鎖定住台南市賴姓男子涉嫌，警日前循線逮捕。

嘉義縣警察局布袋分局偵查隊長林志鴻今天
表示，分局偵辦轄內台電電纜線竊盜案，曾多次
召集派出所所長、偵查隊召開專案會議，進行犯
罪手法分析、調閱監視器內容，且前往現勘，發
現手法專業。

林志鴻指出，進而分析5年內嘉義、台南及
雲林沿海地區電纜線竊案，發現可以利用伸縮桿
竊取電纜線的相關專業能力僅兩人，其中一人在
監，另一人賴姓男子被通緝中，且賴男車輛曾出
現在竊案附近。

歷經2個月追查，16日動員10多名警力，兵
分多路南下台南、高雄逮捕涉及電纜線竊盜案主

嫌賴男，並在賴嫌自小客車上查獲自製伸縮桿2
支、電纜線剪2支、削皮刀2支、安非他命2小
包。另查獲竊盜共犯林姓女子，以及涉吸食安非
他命同夥許姓、盧姓男子。

林志鴻表示，賴嫌坦承在嘉義縣涉及6起以
上的台電電纜線竊盜案，竊取長度逾2000公尺
、重量超過400公斤，販賣牟利金額僅新台幣4
萬多元。

林志鴻指出，竊賊牟利僅4萬多元，台電卻
要花費20倍的金額修復，且附近住戶還要蒙受
停電所害，竊賊行徑，相當可惡。

林志鴻說，賴嫌擁有鐵工專業，平時打零工
，1天工資約3000元，但因染毒，無法支付平日
開銷，便以專業自製伸縮桿（拉長約12至15公
尺）及電纜線剪犯案；警訊後，依竊盜等罪嫌移
送法辦。

（中央社）原為營建商的陳全鴻，1993年
在一場工安意外中造成脊椎損傷、半身癱瘓，
數次想結束生命都被救回，後來轉換心境，靠
著養雞重新活出一片天，如今他的故事，鼓勵
不少脊傷傷友。

現年51歲的陳全鴻，原本是新竹縣竹北市
的營造業者，承包建築工地工程，月入百萬，
是個家庭、事業皆得意的 「人生勝利組」，但
在他28歲時，因工作不慎從四樓高處摔落地面
，這場意外讓他的人生跌入谷底。

陳全鴻今天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
當時他在一處四層樓高的透天厝頂樓進行鐵皮
屋加蓋工程，工人手上的鐵皮浪板被強勁風勢
吹落，朝他身上砸去，雖已過了20多年，那個
恐怖畫面仍揮之不去，他說： 「被砸到後，我
就從四樓摔落，腦中記得的唯一畫面，就是看
到柏油路地面。」

當他再次醒來，人已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除了眼睛可以睜開、看見事物，其餘身體完全
無知覺，經家人告知才知道自己的傷勢嚴重，

脊椎第三、四、五節粉碎性骨折，醫生診斷他
中樞神經嚴重受損，極可能癱瘓。

看著手腳還在，卻無法動彈，陳全鴻的心
情跌落谷底，後來得知妻子已拋下3個年幼子
女離去的消息，更是讓他萬念俱灰，除了要面
對如馬拉松般的大小手術，每天還得看到、聽
見鄰床病人死去，內心的負能量極度飆升，最
後他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陳全鴻說，他嘗試過吞玻璃、咬點滴管等
方式輕生，前後共5次，但都被人發現救回，
其中一次很想拿起就近在咫尺的水果刀自刎，
卻因全身癱瘓而無能為力，於是他開始轉換態
度： 「既然死不了，那就活下去吧。
」

陳全鴻出院後，3 個年幼的兒女各司其職
，幫忙照顧他的起居，甚至還要協助解便、換
尿管等，成了他的 「終生看護」；他說，原本
為了賺錢、工作，與子女們的感情生疏，後來
卻因這場意外拉近彼此距離，紅著眼眶說：
「這算是因禍得福吧？」

死不了就活下去 陳全鴻養雞活出新生命

（中央社）高雄市警察局拍攝愛與鐵血執
法兩難篇的短片，剪輯犯嫌攔檢不停加速逃逸
肇事實況。市警局副局長陳書田今天說，拍製
影片讓民眾了解警方執法的窘況與抉擇兩難，
促修法嚴懲。

愛與鐵血執法兩難篇的短片剪輯自日前警
方發現可疑駕駛人攔檢，對方駕車加速逃逸，
並撞傷剛射擊檢測完畢要返回派出所的員警，
全程錄影過程怵目驚心。

陳書田表示，員警發現可疑要攔查，對方
攔檢不停加速逃逸時，心中都會浮現要不要尾
隨；不追是怠忽職守，緊追又怕衍生肇事等後
遺症，員警也有面臨被求償的可能。

陳書田說，影片目的希望藉由大眾的關切
與認同推動修法，讓第一線的員警執勤再遇到
拒絕盤查逃逸情形時，不再選擇追車攔查而承

擔後續衍生的財產與生命的損失。
陳書田指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

配合攔檢停車，但拒絕酒測，處罰新台幣9萬
元，還將吊扣車輛並吊銷駕照三年，而攔檢不
停加速逃逸，不配合攔檢停車卻只處罰3000元
至6000元。

兩相比較之下，陳書田說，如果是涉有酒
駕等情事者，你想可能會選擇怎麼做。希望民
眾支持修法，以有健全的法源能達成制裁逃逸
者的依據，並有震攝人心的罰則讓僥倖者考慮
停車受檢。

實況拍製的愛與鐵血執法兩難篇短片怵目
驚心，陳書田盼教育民眾一旦修法後拒絕警方
盤查就算能順利逃逸，將面臨更重的罰則，在
權衡利弊之下會以停車受檢為第一考量，進而
保護值勤員警與民眾的安全。

攔檢不停加速逃逸 高市警拍片促嚴懲

（中央社）強冠公司不服因製造 「全統香豬油」遭高雄市衛
生局裁罰5000萬元，主張刑案已開罰而興訟抗罰，最高行政法
院今天認定 「一行為不兩罰」原則，應以刑罰處罰，判強冠免行
政罰定讞。

全案緣於，高雄市衛生局於民國103年間，查獲強冠違法使
用不合格原油製成香豬油，裁罰強冠新台幣5000萬元，並限期
將產品銷毀。

強冠公司認為刑案部分已遭判罰金，興訟抗罰，一審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去年認定 「一行為不兩罰」原則，判強冠勝訴，撤銷
高雄巿衛生局裁處5000萬元的行政處分。高雄巿衛生局不服判
決，提起上訴，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

最高行政法院發言人沈應南今天指出，強冠公司 「全統香豬
油」的刑事案件部分，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去年8月間認定構
成285罪，判強冠公司罰金1億2000萬元，強冠公司負責人葉文

祥，應執行17年徒刑，另5年徒刑可易科罰金。
沈應南表示，法官認定本起行政案件與刑案為同一事實，依

據行政罰法，行政罰與刑罰間，應以刑罰處罰，基於 「一行為不
兩罰」原則，行政罰部分須撤銷，因此今天駁回高雄巿衛生局上
訴，全案定讞。

沈應南指出，但強冠後續若刑案遭判無罪定讞，高雄巿衛生
局可於定讞判決日起3年的裁處期間，另對強冠做裁罰。

男自製伸縮桿竊電纜 警過濾分析逮1嫌

一行為不兩罰強冠香豬油行政免罰定讞

蔡總統接見國際論壇與會學者蔡總統接見國際論壇與會學者
總統蔡英文總統蔡英文（（右右））1818日在總統府接見日在總統府接見 「「建構亞太新局下台美關係新架構建構亞太新局下台美關係新架構」」 國際論壇與會專國際論壇與會專

家學者家學者，，致詞時表示非常樂見年輕學者來訪致詞時表示非常樂見年輕學者來訪，，帶給台灣來自新世代的觀點帶給台灣來自新世代的觀點；；相信透過世代傳承相信透過世代傳承
，，台美關係將穩健發展台美關係將穩健發展。。

不需要大學文憑

一樣能找到好工作

防堵抽菸年齡層下降
美 5州購菸門檻 21歲

（綜合報導）對於一些年輕
人而言，在美國好工作意味著崗
位平均年薪至少為 35000 元；對
45歲以上的人，好工作的平均年
薪應在45000元之上。

研究人員最終發現，一般意
義上的好工作，並不要求求職者
擁有大學文憑，而且其中1600萬
個崗位薪資甚至高於 55000 元的
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

報告表示，過去這些好工作
絕大多數存在於製造業和其他藍
領產業，如交通運輸和建築業。
然而，藍領崗位數量的下降，主
要源於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和崗位

外包。這些產業的崗位數量
仍佔全社會崗位數量的大多數
(55%)，但這一比率變化較快。

研究發現，從1991年至2015
年，美國藍領崗位數量下降 30%
，消失崗位總數達到 250 萬個。
不過，這些崗位的消失被服務業
新產生的 400 萬個工作崗位所補
充，其中包括 140 萬個健保行業
崗位，和 100 萬個金融服務行業
崗位。

但是，這些好工作並非平均
分佈在美國各個地區。其中，加
州、德州、佛羅裡達州的好工作
數量，占到全美崗位總數的超過

四 分
之一，達到3000萬個。

總體來說，沒有大學文憑的
工人，更有可能在懷俄明州、新
澤西州和馬裏蘭州，找到薪資更
高的工作。數據顯示，美國全國
範圍內，這些好工作有 70%掌握
在男性手中，67%為白人。

研究顯示，雖然不需要大學
文憑的好工作數量較多，而且集
中在某幾個行業，且仍需指出，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擁
有大學文憑的人找到了 840 萬份
工作，相比之下沒有大學文憑的
人只找到了 320 萬份工作。另外

， 從
1991年到2015年，手握好工作但
沒有大學文憑的人的比率，從
60%降至45%。

換句話說，美國仍有超過一
半的好工作，掌握在那些擁有大
學文憑的人手中。因此，研究預
期，由於美國人的受教育水平不
斷提高，會有愈來愈多的好工作
掌握在大學畢業生手中。

根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在
25歲以上的人口中，至少有三分
之一人完成了四年大學學業。相
比之下，在1991年，這一比率僅

有

21.4%。
研究表示，在製

造業的強盛時期，年輕

人高中畢業就能輕易找一份好工
作。如果出現經濟危機導致他們
丟掉工作，有經驗的工人只需要
等待經濟恢復，就能重新找到相
似的工作。然而，這個時期已經
一去不復返了。

研究發現，從1991年到2015
年，美國高中畢業即可獲得好工
作的工人總數下降約 100 萬。如
今，很多好工作已經將擁有大學
經歷作為入職的先決條件，但仍
不需要讀完四年拿到文憑。

面對抽菸族年齡層持續降低
的趨勢，美國已有5州提高法定
購菸年齡至21歲，希望透過這個
方式減緩抽菸人口年齡層下降，
減少青少年接觸菸品的機會。

繼加州、夏威夷州、新澤西
州及緬因州後，俄勒岡州也成為
美國購菸年齡調高到21歲的第5
個州。違反規定將菸草，包括香

菸或電子菸，販售給21歲以下年
輕人者，將被處以 50 到 1000 美
元等多重罰鍰。

紐約州迄今仍維持18歲的法
定購菸年紀，州議會近年持續推
動法案，打算仿效紐約市，將購
菸年齡調高到21歲。

紐約市是全美首先調高購菸
年齡的大城，前市長彭博（Mi-

chael Bloomberg）在 2014 年 5 月
，將購菸年齡從 18 歲調高到 21
歲外，更一舉規定一包香菸的法
定最低價為10.5美元，違反者將
被處 1000 到 2000 美元的罰款，
情節重者可弔銷販售執照。

紐約市目前估計約有90萬抽
菸族，現任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更主張將香菸法定最低價

， 再 調 漲 至 13
美 元 。 以 高 價
強 迫 市 民 戒 菸
， 進 一 步 鞏 固
紐 約 市 為 全 美
香 菸 最 貴 的 城
市。

「21 菸 法
」（Tobacco 21

）組織持續推動各州調高購菸年
齡門檻，進而減少抽菸人口或達
到全面戒菸。根據一項最新調
查，90%的抽菸族 20
歲 前 即 開 始
抽菸。倡議
組 織 及 醫
學機構相

信，提高購菸門檻可望減少抽菸
人口，甚或減緩青少年過早成為
抽菸一族。

研究人員分析，一旦全美
實施21歲購菸法案，可望
減少 12%的青少年在成
年後變成抽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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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Reuters) - China’s Com-
merce Ministry issued a ban effective 
from Tuesday on sever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including coal, iron ore, 
lead concentrates and ore, lead and 
seafood, a move that is in line with 
U.N. sanctions announced this month.
Beijing issued the banning order on 
Monday. The U.N. sanctions must be 
implemented 30 days after the resolu-
tion was approved in a vote on Aug. 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any 
cargoes already on their way to China 
would be cleared by customs as usual 
before the U.N. sanctions deadline.

China Bans North Korean 
Iron, Lead, Coal Imports As 
Part Of U.N. Sanctions
BEIJING — China moved to tighten 
econom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by implementing a new package of 
U.N. sanctions Monday, but it simul-
taneously had a warning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on’t spoil our new-

found unity by starting a trade war.
The Commerce Ministry announced a 
ban on imports of iron ore, iron, lead 
and coal from North Korea effective 
Tuesday — although China will con-
tinue to clear goods that have already 
arrived in port until Sept. 5.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warned 
President Trump not to split the inter-
national coalition over North Korea by 
provoking a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ump signed an executive memoran-
dum Monday afternoon instructing 
his top trade negotiator to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olations, a move that could 
eventually result in severe trade pen-
alties.
In China, these proposed measures 
were seen both as an attempt to pres-
sure Beijing to act more strongly 
against North Korea and as an effort 
to shift the blame for the world’s fail-
ure to rein in Pyongyang’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onto China alone.
“It is obviously im-
proper to use one 
thing as a tool to im-
pose pressure on an-
other thing,”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
an Hua Chunying 
said Monday at a rou-
tine news conference.
With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coming more intertwined by the day, 
she said, a trade war is not a good idea. 
“There will be no winner,” she said. “It 
will be lose-lose.”
In an editorial, the state-owned China 
Daily newspaper said Trump was ask-
ing too much of China regarding North 
Korea, also known a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or DPRK.
Trump’s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o 
foreign affairs” is unhelpful, it said, 
while “politicizing trade will only ex-
acerbate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
ic woes, and poison the overall Chi-
na-U.S. relationship.”
That won’t bring results when it comes 
to North Korea, either, the editorial ar-
gued.
“By trying to incriminate Beijing as an 
accomplice in the DPRK’s nuclear ad-
venture and blame it for a failure that 
is essentially a failure of all stakehold-
ers, Trump risks making the serious 
mistake of splitting up the internation-
al coalition that is the means to resolve 
the issue peacefully,” it said.
“Hopefully Trump will find another 
path. Things will become even more 
difficult if Beijing and Washington are 
pitted against each other.”
China accounts for roughly 90 percent 
of North Korean trade but moved in 
February to suspend North Korea’s 
coal imports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Coal normally accounts for about half 
of North Korea’s exports, but despite 
the coal ban, overal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remained healthy.

Last month, China announced that im-
ports from North Korea fell to $880 
million in the six months that ended in 

June, down 13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No-
tably, China’s coal im-
ports from North Korea 
dropped precipitously, 
with only 2.7 million 
tons being shipp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down 75 percent from 
2016.
But iron ore imports 
grew sharply, reaching 
1.34 million tons, worth 
an estimated $68 mil-
lion, a 60 percent jump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A 29 percent spike 
in Chinese exports to 
North Korea — North 
Korea bought $1.67 bil-
lion worth of Chinese 
products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e year — 
also helped push tot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p 10 percent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The latest move to stem imports of 
iron, iron ore, lead and lead ore, as 
well as seafood products, will put sig-
nificantly more pressure on Pyong-
yang. But it is unlikely to be enough to 
persuade North Korea to abandon its 
nuclear program, which it sees as es-
sential to its own survival, experts say.
China is very reluctant to do anything 

that might destabilize the re-
gime, which is a long-stand-
ing ally. It blames American 
hostility toward Pyongyang 
for forcing the regime to de-
velop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s urging dialogue to reduce 
tensions.
The move against China over 
trade was also seen here as an 
attempt to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Trump’s domestic prob-
lems.

“Bashing China cannot solve U.S. 
economic problems, experts say,”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pro-

claimed.
The nationalist Global Times newspa-
per said a trade war with China could 
“boomerang” on Trump, because U.S. 
society and opinion could not with-
stand the losses that would result.
“If a China-US trade war starts, many 
of those who now support a hard-
line stance toward China would turn 
again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t 
wrote in an editorial.
It even tried to link developments to 
violence and “racial hatred” that broke 
out in Charlottesville, Va., over the 
weekend.
“The source of global instability may 
not be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
tions nor Europe’s refu-gee crisis, 
but the chaos in the US,” it wrote in 
a separate opinion piece. “The public 
is also concerned that Trump is us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o divert public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domestic tur-
moil.” (Courtesy https://www.wash-
ingtonpost.com/world)

The  North Korean flag flies on a mast at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North Korea in Geneva, Switzerland, October 2, 2014.

Even though bingo has nev-
er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there is no reason it cannot 
become popular in the future.
With gambling more popular than ever 
around the world, many cities have 
become popular destinations thanks 
to their abundance of casinos. Las 
Vegas, Monte Carlo and Atlantic City 
are famed for their nightlife activities 
involving casino games.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Macau and 
Hong Kong in China are proof of this 
popularity too, being prime destina-
tions for anyone seeking some betting 
thrills.
However, gambling is actually not that 
common in China, as different forms 
of gambling in the mainland are cur-
rently against the law, with the only 

casino gaming-related prac-
tices in the country being 
lotteries. Macau and Hong 
Kong are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perhaps due to the ter-
ritorial history: Hong Kong 
as a former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Ma-
cau previously a colony of 
Portugal. While casinos and 
card games such as poker 
are popular in these casino 
cities, one game that fits 
into this industry well, but 
has not made a significant 
appearance in China yet, is 
bingo.
This lack of bingo activity 

in the country is surprising consider-
ing China’s fascination with numbers 
and card games, which are the primary 
focuses of bingo. Traditional attitudes 
related to luck,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having numbers which are deemed 
luckier than others, would typical-
ly lend itself to the game of bingo. 
However, the concept of numerology 
has so far not been enough to bring 
the popular Western number game to 
the count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
nese numerology has eight lucky dig-
its, compared to three unlucky ones, 
which would on the Chinese’s side 
when playing bingo. It does not appear 
to be the case that bingo has not made 
an impact in China because the game 
is disliked though.

Gambling Casinos In Macau
Despite the background of bingo in 
China not having a strong standing, 
there is no reason why in the future, 
the game could not become popular 
should legislation allow for it. In re-
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push by 
Western companies to trial bingo in 
China. Back in 2007, Gala Coral won 
a licence to test out bingo halls in He-
bei province. While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t 
wa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bingo in China.
One of the bigger walls to break 
down in bringing the game of bingo 
east is the online vers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online bingo is rapidly 
becoming the main way of playing 
the game, which with China’s online 
gambling ban, could be problematic. 
Although casinos in Macau and Hong 

Kong bring 
in significant 
revenue for 
China, online 
forms of gam-
bling are still 
not licensed 
in these re-
gions. Given 
the growing 
success of the 
casino scene 
in these plac-
es though, 
perhaps there 
is hope for 

the future regarding online versions.
It’s possible that people in China may 
get a chance to play online bingo 
using Western sites one day as well, 
as there are several advantages to 
them. As playing online bingo is more 
establishe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re is a lot more 
detailed informa-
tion on how to 
play online bingo, 
the safety features 
involved, and 
what sites are best. 
There are websites 
now dedicated to 
comparing different 
online bingo games, 
pointing to the best 
bonuses and deposit 

offers. The popularity of the game, es-
pecially in the UK and US is evident 
by the number of new bingo websites. 
Such competition encourages bonus 
offers and sign-up incentives.
A typical bingo playing card
It is hard to say in the long-term what 
the future of bingo will hold in Chi-
na. The fact that gambling has a firm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ev-
er-expanding popularity of the casi-
no and betting culture in Macau and 
Hong Kong have to be noted though, 
therefore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bingo 
could break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When exactly this will be and how it 
will occur is something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but with bingo being so pop-
ular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not catch on in 
China.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
cles)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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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低迷倒逼彩電業上高端市場低迷倒逼彩電業上高端
有望贏得消費升級新機遇有望贏得消費升級新機遇

今年彩電業日子不好過。上

半年，國內彩電市場遭遇寒流，

彩電銷量出現負增長，上遊面板

持續漲價加大了成本壓力，彩電

整機企業處境艱難、效益低下。

面對重壓，彩電品牌走勢分化，

競爭力較弱的企業頹勢明顯；骨

幹企業則穩中求進，結構調整取

得了明顯成效。

業界普遍認為，今年全年彩

電業負增長幾成定局，但彩電業

前景依然光明。行業推進的“汰

舊換優”活動有望釋放市場潛力，

企業加速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有

望贏得消費升級新機遇。

下行壓力加大
市場機構奧維雲網日前發布

的《2017中國彩電市場半年度總

結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國

內彩電零售量規模為2181萬臺，

同比下降7.3%；零售額740億元，

同比增長4.3%。

彩電市場呈現高位盤整態勢，

彩電內銷量下滑，主要是受消費

透支、房地產調控、缺少重大體

育賽事支撐等綜合因素影響。去

年，彩電業依靠低價促銷撬動市

場，推高了當年銷售規模，但也

在壹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費需求，

其後續影響逐步顯現。隨著互聯

網紅利消退，線上市場情況也不

樂觀。上半年，線上彩電零售量

為768萬臺，市場占比為35%，較

去年同期下降了1個百分點。

相對於去年的增量不增收，

今年上半年彩電業呈現減量增收

景象，這表明彩電價格上漲帶動

了銷售額增長。盡管如此，彩電

整機企業依然高興不起來，畢竟

上遊面板漲價勢頭很猛。

奧維雲網監測顯示，此輪面

板漲價潮自2016年 4月份開始，

壹直持續到2017

年 5月份，歷時

14個月，是面板

歷史上最長的壹

次漲價過程。受

面板漲價影響最大的是中小尺寸

液晶電視產品，特別是40英寸和

43英寸產品，6月份這兩個尺寸的

FHD 整機銷售均價分別上漲了

20%和18%。

“由於面板價格漲幅高於整

機，彩電企業利潤普遍下滑，行

業凈利潤估算不足1%，低於去年

同期約1.5%的水平。”中國電子

視像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彭健鋒舉

例說，今年6月份銷量最大的55

英寸電視，4K UHD面板均價同

比增長19%，但整機均價卻下降

了1.5%；銷量第二的32英寸電視，

HD面板均價同比增長26%，整機

均價僅增長13%。

由於我國彩電業集中度不高，

加上互聯網彩電品牌大量湧入，市

場更顯擁擠，同質化競爭不斷壓低

行業利潤，企業很難消化面板上漲

成本，生產經營難度加大。

“彩電業價格戰結出‘苦

果’。”奧維雲網黑電事業部總

經理翁振華表示，2016年彩電行

業共開展18次不同規模的促銷，

較2015年增加了6次。低價作為

彩電業促銷的利器，已將消費者

的價格預期拉低。

爭奪大屏高地
面對重壓，彩電市場品牌格局

發生了新變化。上半年，國內傳統

彩電品牌市場份額為69.1%，較去

年下降0.3個百分點；互聯網品牌

的份額為12.0%，較去年下降4.0個

百分點；外資品牌的份額為18.9%，

較去年上升4.3個百分點。

外資品牌份額提升，體現在

高端市場的競爭力，也與富士康

收購夏普後充分發揮上下遊壹體

化優勢直接相關。互聯網品牌的

滑坡，特別是領頭羊樂視因資金

鏈問題陷入危機，說明不計代價

的跑馬圈地已難以為繼。

“行業應該堅持價值競爭，

摒棄同質化、價格戰的競爭方式。”

彭健鋒分析指出，入門級市場主

要以沖銷量規模、占領家庭互聯

網入口為目的，價格競爭較為慘

烈，難以獲取正常利潤。隨著中

等收入群體掘起，質量好、服務

好、設計好、體驗好、更健康的

產品受到市場歡迎，且盈利能力

較強。

“彩電市場對大屏的需求不斷

提升，尺寸增長持續成為彩電升級

主旋律。” 翁振華介紹說，上半

年彩電零售市場上，55英寸彩電的

份額增長最快，同比增長7個百分

點，份額達28.8%。65英寸及以上

大尺寸成為品牌商的主戰場，上半

年線上和線下新上市機型均為93

個，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38個和13

個，市場份額為5.7%，增長了1.7

個百分點。

前景依然可期
展望下半年彩電市場形勢，

業界普遍持謹慎態度。翁振華認

為，進入下半年，面板漲價趨勢

得到遏制，四季度有望回落。面

板價格下降會在壹定程度上緩解

整機企業的成本壓力，為年終促

銷提供空間。整體來看，下半

年國內彩電市場表現優於上半

年，市場規模約為 2612 萬臺，

同比下降 4.6%；2017 年全年彩

電市場規模將達4792萬臺，同比

下降5.8%。

從深層次分析，我國彩電行

業出現了結構性過剩，低端產品

產能過剩，中高端消費需求尚不

能完全滿足。彭健鋒提出，彩電

業要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實現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

心的發展。

目前，彩電業正處於新壹輪

技術和產業升級的關鍵期。為搶

抓機遇，國內彩電企業加速實施

創新驅動戰略，在OLED、激光電

視、人工智能等方向積極布局、

重點出擊。OLED被視作新壹代顯

示技術，今年上半年OLED電視

的市場滲透率為0.2%，同比增長

0.1個百分點，創維、康佳、長虹

等企業競相發力OLED產品。激

光電視在超大尺寸顯示方面具有

優勢，海信作為引領者，已實現

從2K到4K再到雙色4K的技術突

破，產品覆蓋88英寸、100英寸、

120英寸。數據顯示，上半年家用

激光投影市場滲透率為0.1%。近

期，艾洛維、看尚、小米等品牌

的進入，令激光電視市場再度升

溫。

今年是人工智能電視元年，

各大品牌紛紛推出人工智能電視

新品。長虹推出的 Q5N 系列電

視，通過對用戶的自然語音處理

和對數據的挖掘、分析，以人工

智能電視為核心，實現視頻推

薦、生活服務、產品服務購買等

功能，打造智能家居系統。聯想

率先在電視中應用遠場語音交互

技術，給電視用戶帶來了全新的

操作互動體驗。

“我國彩電行業的未來依然

可期。”彭健鋒表示，目前國內

超期服役電視接近2.5億臺，彩電

市場潛力尚未充分挖掘。據測

算，彩電的使用年限從目前的12

年縮短至7年，國內彩電市場規

模將從目前的每年 5000 萬臺水

平，擴大至7500萬臺以上。

8月1日，中國電子視像行業

協會發出了《關於全面開展彩電

行業“汰舊換優”專項工程的通

知》。在工信部電子信息司的指

導下，視像行業協會聯合中國家

用電器商業協會、品牌彩電企業、

家電渠道企業以及廢棄電器電子

處理企業全面開展彩電“汰舊換

優”專項工程。“汰舊換優”是

指鼓勵淘汰超過7年安全使用期

的舊電視，更換成更環保、畫質

音質更好、智能化的新產品。近

期，TCL、海信等企業已經在線

上和線下市場做了大量的宣傳和

服務工作。

綜合報導 我國將迎來年內第十六輪成品油

調價時間窗口。受歐佩克減產不力、美國頁巖油

產量強勁增長等因素影響，近期國際油價持續走

低。專家預計，我國成品油價格“三連漲”預期

或落空，本輪調價擱淺成大概率事件。

我國《石油價格管理辦法》規定，國內

汽、柴油價格根據國際市場原油價格變化每

10個工作日調整壹次，調價生效時間為調價

發布日24時。當調價幅度低於每噸50元時，

不作調整，納入下次調價時累加或沖抵。

上壹輪我國成品油調價發生在8月4日24時，

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175元和165元。

這是今年以來我國成品油價格第六次上調，並

實現了“二連漲”。根據成品油定價機制，8月

18日是本輪成品油調價時間窗口日。

本輪成品油調價周期內，國際油價前高

後低。自8月以來，歐美原油期貨價格分別

下降了4.5%和6.8%。月初，布倫特原油期貨

價格維持在每桶52美元上方，紐約原油期貨

價格波動在每桶49美元附近。而到最近壹個

交易日，8月16日，這兩大基準油價分別跌

至每桶50.27美元和每桶46.78美元。

國際能源署最新發布的月報顯示，7月

歐佩克原油產量上漲至年內最高點，減產執

行率降至75%，為年內最低水平。另外，全

球原油供應已經連續三個月上漲。

針對減產履約率下降的問題，8月8日在

阿布紮比召開的歐佩克及非歐佩克聯合技術

委員會會議強調，要更加嚴格遵守去年歐佩

克和非歐佩克成員國達成的石油減產協議。

“歐佩克對減產的表態積極樂觀，但市場投資者似乎並不

買賬，國際油價依然在下滑。”能源研究機構隆眾資訊原油分

析師李彥說，投資者更願意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事實：歐佩克原

油產量已經連續三個月上漲。

7月份，拉丁美洲產油國厄瓜多爾由於面臨財政危機，表

示不再有能力承擔減產額度。雖然該國產油量占歐佩克份額較

小，但折射出歐佩克減產仍存在很大壓力和不確定性。

頁巖油產業的掘起讓美國成為全球原油市場重要的增長極。

美國能源信息署發布報告預測，9月份來自美國七大石油生產

區的頁巖油產量有望達到每日614.9萬桶。報告顯示，今年以

來，美國頁巖油產量每個月都在增長。這進壹步加劇了全球石

油市場供應過剩的局面。

由於近期國際油價急跌，我國成品油調價預期方向也從初

期的上調轉為擱淺。新華社石油價格系統監測，在本輪調價周

期伊始，壹攬子原油變化率為2.91%，後期隨著國際油價不斷

下跌，壹攬子原油變化率已跌破2%，對應的理論調價幅度不足

每噸50元，難以滿足成品油調價門檻。

國際能源研究機構安迅思也認為，如若按照目前的原油價

格來算，本輪成品油調價或因幅度不足而迎來年內第四次擱淺。

中宇資訊市場分析師桑瀟認為，近期投資者關註的焦點仍

在供需基本面，原油供應過剩的憂慮情緒籠罩市場。

今年以來，我國成品油價格已經歷了六次上調、六次下

調、三次擱淺，總體而言，成品油價格跌多漲少，汽、柴油價

格累計分別下跌了每噸355元和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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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515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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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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rt 超市月餅禮盒濃情上市 

福送有福人，千里送真情
象徵圓滿的中秋節又將到來，身在海外的華人

也可以感受家鄉傳統，品嘗地道的月餅，美國第一
亞洲超市品牌Hmart超市 (www.hmart.com)重磅推
出數十款精致月餅禮盒，為消費者獻上中秋應節美
味。

家的距離不再遠，中秋月圓人團圓。八月十五
中秋夜，月光皎潔，雲淡風清。一家人團坐院中，
品茗賞月，把酒言歡，分一牙圓圓的月餅，可謂一
年中人月兩團圓的開心日子。現代人也許沒有古人
的雅興，「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願望，卻
古今如一。年年都賣出好成績的Hmart超市，今年推
出數十種新款中秋月餅禮盒，包括每年都暢銷的廣
式傳統經典蛋黃蓮蓉月餅、紅豆沙月餅以及五仁月
餅，口味上也推陳出新，迎合市場趨勢，推出「栗

子」、「綠茶」、「蛋黃綠豆蓉」等多款全新口味
，再加上高雅質感的中國風禮盒，充分展現送禮者
的品味。

Hmart超市中秋月餅禮盒自即日起在指定分店
上架銷售，其中廣州酒家月餅禮盒系列， 推出「七
星伴月」、「龍翔」和「金百福」的精選裝，討口
彩的名字和8顆一盒的包裝更象徵圓滿如意，送禮絕
對夠體面。

作為美國亞洲超市第一品牌，Hmart超市致力
於給消費者提供新鮮，健康和美味的優質產品，若
欲了解活動詳情，請聯係Hmart超市各分店客服或親
到店鋪洽詢；Hmart超市全美分店資訊可登陸官網
www.hmart.com查詢，賣場全年365天營業。

迎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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