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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女人一台戲》
今晚7時30分美南國際電視STV15.3《三個女
人一台戲》﹐主持人黃梅子（中）與舞蹈家徐利
（左）﹑房產經紀人王文杰（右）聊減肥的話題﹐
精彩內容請不要錯過﹒《三個女人一台戲》首播
9月23日(周六)晚7時30分﹐9月25日(周一)
晚間8時及9月26日(周二)下午1時30分重
播﹐歡迎準時收看﹒

KVVV



BB22廣 告

09/30/2017

星期六 2017年9月23日 Saturday, September 23, 2017



BB33休城社區
星期六 2017年9月23日 Saturday, September 23, 2017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著名音樂人張江專程前來演唱

（本報訊）2017 年 8 月至 9 月，
大休斯敦地區遭遇數百年不遇的“哈
維”颶風侵襲，當地民眾受災嚴重。
在抗洪救災過程中，休斯敦中國人社
區湧現出一批先進典型個人和團體，
為救助受困民眾和開展災後重建作出
了貢獻。為表彰先進，弘揚正氣，休
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美南報業集團、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聯合舉辦評選表彰休斯敦中國人社區
抗洪救災先進典型活動。現就有關事
項公告如下：

一、評選範圍、名額和條件：
（一）評選範圍：在大休斯敦地區直
接投入 2017 年 8 月至 9 月“哈維”颶

風抗洪救災搶險及災後重建的華僑華
人個人和團體。
（二）評選名額：在推薦、自薦基礎
上，經三家主辦單位評議，評選出抗
洪救災先進典型個人和團體總共20名
（每個團體作為一個評選名額），進
行表彰。
（三）評選條件：
在應對此次“哈維”颶風抗洪救災任
務中，奮勇當先，不畏艱險，指揮得
當，排險有功，在緊急關鍵時刻，提
供救災物資和工具，為救助受困民眾
、排除險情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和團
體。支持災後重建，積極組織募捐，
踴躍捐款捐物，幫助受災家庭，為中

國人社區災後重建作出貢獻的個人和
團體。

以團體名義參加評選的，原則上團
體成員不再以個人名義參加評選。
二、推薦評選程序
堅持自薦與推薦相結合，堅持公開、
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
（一）符合條件的個人、團體，可自
薦參加評選。
（二）大休斯敦地區各華僑華人團體
、企業、機構和個人，均可推薦符合
條件的其他個人、團體參加評選。
（三）自薦或推薦，均須填寫《評選
表彰休斯敦中國人社區抗洪救災先進
典型自薦/推薦表》（含事蹟材料約

300-500 字）。表格可在休斯敦中國
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網站下載：
http://chineseciviccenter.org/。
（四）自薦/推薦表填畢後，請以電
子郵件方式，提交至休斯敦中國人活
動中心（華助中心），或美南報業集
團任何一個報名郵箱即可：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ccc.
houston95@gmail.com
美南報業集團 scdailynewsroom@gmail.
com
4、報名截止日期 10 月 5 日（星期四
）。報名截止後，三家主辦單位將對
自薦/推薦材料進行審核，並開展必
要的核實、徵求意見工作，在此基礎

上確定入選對象。
三、表彰辦法：
評選出的先進典型個人及團體，將受
邀出席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10月中旬
舉行的表彰座談會，由總領館頒發獎
杯。
評選出的先進典型個人及團體，還將
受邀出席休斯敦國際區舉辦的“哈維
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由國
際區予以表彰。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
心）

美南報業集團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2017年9月20日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美南報業集團、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關於

評選表彰休斯敦中國人社區抗洪救災先進典型的公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美南新聞及休士
頓各族裔上百個社團共同主辦的 「哈維颶風國際區
救災募資音樂會 」 將於10 月 14 日（ 星期六） 下
午五時至八時，在休士頓國際區可容1500 人的越南
寺廟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 （ 地址：6709
Howell Sugar Land Rd. Houston TX 77083 ) 舉行。歡
迎各界共襄盛舉，加入我們的行列去幫助那些受到
哈維颶風影響的人。

這場 「哈維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顧名思義，它是屬於全休士頓各族裔人士的一場 「
國際區」 救災募資音樂會。休市市長及國會議員都
將與會。在主辦人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 李蔚華先生致開場詞後，市長等嘉賓將蒞會
致詞，並表揚評選出來的中、外社區抗洪救災先進
典型代表各20 人。由市長等貴賓主持頒獎。

在播放這次休市令人感動的抗洪救災，發揮人
間真愛的影片之後，由該晚節目的總策劃高曉慧，
吳曉萍所精心策劃的音樂，表演節目正式登場。包
括：J&H 舞蹈學校的開場舞 「仰望 」，劉良子女聲
獨唱； The Medley by North America Youth Orches-
tra 的民樂表演-- 名曲聯奏；印度，巴基斯坦的舞蹈
，及由 「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 站長，年僅十
六歲的劉相志，他剛剛結束暑假期間和交響樂團在

中國巡演，他演奏的拉赫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
，受到業內人士的稱讚，這次他將代表國際陽光行
社團鋼琴演奏李斯特的 「侏儒之舞 」及 「匈牙利狂
想曲第六號 」 兩首曲子。

在樊玉珍工作室表演歌唱及舞蹈演出之後，當
晚的壓軸主秀、著名音樂人張江登台演唱二首作品
，一首是由曲朝陽作詞，吳曉萍作曲的 「大愛無疆
」，另一首 「祈禱 」 則由陳祖幸，曲朝陽，吳曉萍
作詞，吳曉萍作曲，這首作品是詞曲作者專門為這
次洪災改編的，此作品表現了三天三夜洪災的日子
裡休斯敦的人們站在窗前看著狂風暴雨，祈求上帝
保守家園，保守我們的城市。歌中開始四句歌詞唱
到：祈禱在風里，祈禱在雨中，祈禱在夜晚，祈禱
在黎明------這四句唱出了當時人們的心情，特
別是張江細膩，真摯的演唱，相信在塲的觀眾都將
深受感動。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前半場
將由 「美南電視」 主播，名主持人張同艷，馬健主
持。後半場則由僑界著名主持人陸峻，劉良子主持
。入場券分$100，$50，$20 三種，現正在各社團發
售中，所有收益將用於幫助受颶風哈維影響的組織
。節目或入場券詳情請電281-498-4310 圖為著名音樂製作人圖為著名音樂製作人，，作曲作曲，，編曲編曲，，演演

唱家唱家。。現為孫楠現為孫楠StudioStudio 音樂總監張江音樂總監張江。。
圖為劉相志圖為劉相志，，1616 歲歲，，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
站站長站站長，，鋼琴演奏成就驚人鋼琴演奏成就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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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國慶中秋哈維募款晚會藝術畫拍賣國慶中秋哈維募款晚會藝術畫拍賣

（本報訊）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和
休士頓亞裔耆英學社將於2017年9月30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在 10303 Westoffice Drive,Houston,
TX.77042 的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203室聯合舉辦一場演講會。由旅遊達
人姚鳳北博士演講，主題 「旅遊的樂
趣-萬物靜觀皆自得」。

姚鳳北博士筆名十一。台灣大學機
械工程學系學士，又獲普渡Purdue大學
博士學位。從事石油業工作30餘年，喜
好史地，旅遊，足跡遍七大洲，百餘國
，觀山川海宇，體民俗風情；覓古今軼
事曾發表過專文兩百餘篇及出版了許多
書籍如：走不遍的天下，古道拾遺，行
遠無涯，笑談江月，--- -及新作 山海
搽穹；另與禽獸魚鰲為伍 付梓中。

旅遊是對世界的好奇，對生活的熱

愛。通過旅遊與省思可獲取一些有趣的
談資，充實生命，使我們更加瞭解人生
與宇宙，領會到先賢所言 「萬物靜觀皆
自得」- 天、地、人之道。由於休士頓
最近遭哈維颶風侵襲造成嚴重水災損失
，此次演講中，姚博士，首先，會追懷
臺北瑠公圳灌溉，防洪及開發台北的貢
獻。繼之，將與聽眾分享他與愛妻林肖
娟女士旅遊中的經驗與觀感。略分二部
份：一、山海搽穹：（1）歷覧烽火 以
色列，緬甸，亞丁稻城，極光，亞瑪遜
，大溪地，騰衝-- -等。（2）訪問莎
士比亞，邱吉爾，毛澤東，蔣介石，鄧
小平，披頭四等故居的學習與領悟。二
、橫跨西伯利亞9288公里，內容精彩可
期，望把握良機前來聆聽。歡迎各界人
士踴躍參加。

太空專協雙十國慶陳慶衡水彩畫展及美術講座
(本報訊)今逢休斯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太空城專

業人士協會（SCiPA）鼎力推出“陳慶衡先生水彩畫展與講座“參
與國慶系列活動。 畫展將於十月七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 30 分在
CCTEC - 僑 教 中 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713) 789-4995,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
fice)開幕。 當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半：並有美術講座。一共展出五
天，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畫展將於星期四,十月12日,下午一点結
朿。其中十月九日星期一僑教中心休息。

2 活動簡介
畫展將展出陳慶衡作品約七十件, 都是近幾年的創作. 畫題廣

泛, 有風景, 人物, 靜物, 花卉, 動物等等. 美侖美奐。
十月七日下午两点到四点的美術講座將介紹畫畫有興趣的朋

友一些作畫的經歷, 和介紹一些作畫技巧。並解說一些展出作品的
靈感定來源和創作過程，並接受有関畫畫的問題。

3 學繪畫的好處
水彩畫家陳慶衡先生表示，學繪畫不限於年齡或有無天才實

力， 主要是要有恆心與毅力。近年來退休人口日增，大家都想學

一些活動有助於退休生活情趣。其中繪畫算是最經濟而又不受場
地，天氣，或夥伴等等的限制。 時間一久， 經驗一多，效果就顯
示出來了。

4 畫家簡介
陳慶衡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学商學系。來美後進入紐約州立大学
（Suny-Binghamton）攻讀MBA。畢業後任職財務管理界三十多年
。退休後自己學習Pastel與水彩畫。尤其對後者喜愛。2007年加入
韓特登郡（Hunterton County, N J) 水彩畫社並積極作畫，並參加
多項業餘及職業性展覧與競賽。2010年作品“牡丹花“ （peonies
）獲得州競賽第三獎。2011年作品“玫瑰花“（Rose Garden）榮
獲州競賽第一名。從2008到2014, 作品經常在圖書館, 法院, 咖啡館
及醫生診所巡迴展出。他也是 NJ Garden State Watercolor Artists
Society 會員。2017 年搬遷至休斯頓後加入 Watercolor Art Soci-
ety -Houston&quot; 為會員。他對於畫題選擇是廣泛性的, 風景, 靜
物, 人物，花卉，動物等都是喜愛的題材。 最近曾在 Clear Lake
Freeman Library 舉辦個人畫展與講座，頗受中外觀衆好評。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和休士頓亞裔耆英學社聯合舉辦演講會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和休士頓亞裔耆英學社聯合舉辦演講會
旅遊達人姚鳳北博士將主講旅遊達人姚鳳北博士將主講 「「旅遊的樂趣旅遊的樂趣--萬物靜觀皆自得萬物靜觀皆自得」」

【本報訊】國慶中秋哈維募款晚會近
在眼前，為幫助募款，台大校友戴梅熹捐
出兩幅她描繪的藝術畫，栩栩如生,非常傳
神。附上照片供大家欣賞。這兩幅畫將在

晚會中拍賣，所得款項全部捐給台大哈維
救災基金。

戴梅熹畢業於台大商學系，來美後曾
在大學進修繪畫藝術。她在工程界服務二

十年後決定退休，專心繪畫
創作。平常除了教畫外，多
次 參 加 Houston Watercolor
Society, Houston Art Associ-
ation and Houston Art Soci-
ety 舉辦的活動及繪畫比賽
，並獲得多項獎狀。

第 一 幅 是 watercolor
painting with frame (27x21)
起價 350 元，第二幅 是 oil

painting with frame (27x31)起價 500 元。有
興趣者請把支票本帶著，來參加中秋晚會
。

9 月 30 日中秋晚會普通票所剩不多，
$30貴賓贊助票還有20多張。有興趣者欲購
從速。當天購票加5元。詳情請看附上傳單
。謝謝大家。

國際標準舞巨星共襄盛舉演出精彩觀摩會國際標準舞巨星共襄盛舉演出精彩觀摩會
1010月月1414日在僑教中心舉行保証精彩絕倫一流水準陣容強大日在僑教中心舉行保証精彩絕倫一流水準陣容強大

（本報訊）慶祝中華
民國 106 年國慶，國際標
準舞觀摩會及舞會，將於
10月14日星期六）下午7:
00時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舉行
（6時30分開門才可進場
）此活動是由休士頓全僑
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國慶
籌備會，王麗純舞舞蹈學
校所主辦。為了慶祝國慶
，主辦單位不計成本，將
邀請國際著名舞蹈家來演

出一流水準的國際標準舞，他們共襄盛舉的演出是觀衆的眼福
，請大家不要錯過。精彩之程度决不輸於ABC電視台”Danc-
ing with the Stars”的節目。

略舉職業界知名如下：前義大利職業拉丁舞冠軍的Cris-
tiano Callegari與Katia Kuznetsova；Enzo Zappia與Stephanie Betts
（現任摩登舞冠軍）並也 將帶得意學生表演精彩的 Interna-
tional Standard Modern；並特別邀請到現美國職業新星組拉丁

舞冠軍的Annie He Xiao與Nikita Tsernov（蘇聯人）將從紐約
來表演最精彩的拉丁舞；歐洲職業拉丁舞冠軍的 Uliana
Maslovskaya將帶學生來表演拉丁舞；以及職業新星組Alex Oli-
vares與Rebecca Avila表演精彩的拉丁舞；前世界著名的職業拉
丁舞蹈家Paul Richardson也將於王麗純表演拉丁舞。另有休士
頓中外人士的Top業餘者；及PRO/AM（最捧的學生）也將來
助陣演出。還有王麗純老師指導 CYC 青少年及華夏中文學校
的學生也將表演活潑的拉丁舞，現正緊鑼密鼓排練中，將把最
好的成果呈現給觀衆。

此次表演不但規模宏大，而為了配合專業舞蹈水準，特地
訂制專業舞者的高級地板和一流高級音響設備。

舞展節目包羅萬象，預計有20個節目，演出時間是7:00時
至9:00時（準時上演），全部演出特經過精心設計，保証精彩
絕倫，節目安排緊湊，而表演完接著舞會至11時，讓舞迷一展
身手，互相砌磋舞技。

因經費的來源是賣票所得，希望各僑界人士贊助，票價分
為普通票25元與贊助卷100元，特由專業編排舞曲，無論是欣
賞舞展，聆聽音樂或舞會狂歡都值得。欲購票從速，以免向隅
，有興趣的朋友請電王麗純(281)923-5355 或電僑教中心(713)
789-4995 蔡先生洽購。另外申明除了大會特許外，不得自行
攜帶錄影機入場。(禁止錄影)

又訊：Harvey Hurricane 8月25日侵襲德州地區，造成休士
頓地區嚴重災情。王麗純老師 為了配合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
慶籌備會決定將國慶系列活動之一 「國際標準舞觀摩會」的演
出活動結餘將用於救濟德州地區災民的捐款協助受災僑胞度過
難關。具王老師表示
：決定在節目中場時
間將進行(“buy-a-
dance”)全部表演舞
者參與，只要你肯出
錢就可以跟舞蹈明星
跳舞，這些錢馬上就
結賑捐出，將把大會
帶入高潮。 希望愛
跳舞的朋友能共襄盛
舉參與，因為我們愛
心不輸人的。

百佳超市9月15日到9月28日特價品

(本報訊)百佳超市打造良好購物環境，讓您輕鬆選擇購物。
我們希望可以讓各地僑胞輕鬆品嘗家鄉味。更重要的是，在美國
這多元化社會大家能認識亞洲多彩多姿的飲食文化。

百佳為客戶提供一個現代，舒適的購物環境，在此您可以輕
鬆選購我們多元化的商品。為推廣以客為尊的經營理念，百佳超
市推廣服務各地華人。

百佳超市滿足您的需求，提供價格合理、新鮮及優良商品。

百佳超市提供合理的價格但高
品質的服務。週週提供特價商
品。百佳超市供應優良新鮮農
產品，肉類、海鮮類商品服務
，冷凍食品以及各式各類多元
化日常商品。

本周9月15日到9月28日特
價品：

加拿大游水龍蝦$6.99/磅、
游水金山湯魚$7.99/磅、游水
荀殼魚$12.99/磅、生猛響螺
$4.99/磅 、 FQ 鰻 蒲 燒 2 盒
$18.99、岳海凍黃魚 2 包$7.99
、日本南瓜$0.79/磅、大芋頭

$.49/磅、泰國蕉$0.79/磅、菠蘿密$0.69/磅、牛腱$2.99/磅、烏雞
$6.99/隻、小雞腿$0.59/磅、豬排骨1.59/磅、鳳爪1.19/磅、豬大
腸$1.79/磅、林生記芝麻粉每瓶$4.99、麵之館山東拉麵2包$6.99
、丹王鎮江香醋$0.99/瓶、Fretz 手指餅乾2包$5.00、雀巢抹茶巧
克力餅乾$2.99/包。優惠商品售完止！照片僅供參考。若因排版
錯誤，價格與商品以店面為主。

百佳超市地址.: 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1658; 713-270-1659
傳真號碼.: 713-270-1661
Email.: jusgo9280@yahoo.com

前義大利職業拉丁舞冠軍前義大利職業拉丁舞冠軍 CrisCris--
tiano Callegaritiano Callegari 與與 Katia KuznetsovaKatia Kuznetsova
將表演的精彩舞姿將表演的精彩舞姿。。

美國職業新星組拉丁舞美國職業新星組拉丁舞Alex OliAlex Oli--
varesvares與與 Rebecca AvilaRebecca Avila將來表演精將來表演精
彩的拉丁舞彩的拉丁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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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恢復部分移民局恢復部分H-H-11BB申請的加急服務申請的加急服務
美國移民局於9月18日宣布，恢

復佔新財年名額的H-1B申請的加急
處理服務。此次恢復的加急處理服務
的對象僅限於佔新財年名額的 H-1B
申請，對於延期或轉換雇主的申請等
並不適用。

美國移民局曾於7月24日宣布，
恢復不受年度名額限制的申請的加急
處理服務，包括高等教育機構、非營
利研究組織或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遞
交的H-1B申請。

加急處理服務（premium process-
ing）指的是，申請人需要繳納額外的
1,225美元的加急處理費用，移民局承
諾在申請遞交後的15日內給出處理結
果。處理結果可能是直接批准也可能
是需要補件。直接拒絕的情況鮮有發
生。

H1B工作簽證介紹
H1B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

作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律師、會
計、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
業人士等。 H1B由雇主申請，受益人
最長可在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綠卡
申請的可提出超過六年的 H1B 申請)
，在此期間並可變換雇主，轉換成其
他簽證，或申請永久居留（綠卡）身
份。

H1B適用甚廣，是企業或公司最
常申請的簽證，核准時間三至六個月
不等。 H1B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
申請 H4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
也可以申請入學，但一般情況下不可
以在美國工作。 H1B身份的配偶必須
符合以下條件方可工作：H1B持有人
的 I-140 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
，而該 H4 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 H1B
持有人已經處於 H1B6 年以後的延期
階段。

H1B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學士

或以上的學位（專科加相關工作經驗
也符合條件）

1.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相關
2.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低

工資標準的工資
H1B工作簽證配額
今年的配額是65,000,除去其中基

於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留給智利和新加
坡的 6,800 個配額，事實上,只剩下了
58,200 個名額給其它國家的申請人使
用. 另外,根據2004 年 11月 20日通過

新的法律，每年增加了 20,000 個名額
供獲得美國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人
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案主要

包括三類：
(1) 現在是H1B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H1B的雇主轉換；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 「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是 「政府單
位的研究機構」；比如醫療中心，大
學等或其附屬機構。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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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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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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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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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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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
uments/2017/07/11/2017-14619/in-
ternational-entrepreneur- rule-delay-
of-effective- da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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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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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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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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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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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
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
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
律顧問。蘇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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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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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atch?
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cJ9bUlEuSOk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免癌與促癌飲料詳解免癌與促癌飲料詳解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主題: 免癌與促癌飲料詳解
講員: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時間: 10月7日,星期六,下午2-4

點

地點: 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
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癌症本質上是一種人體細胞的
基因病變，大約 80%是后天有害因

素導致基因突變，只有大約 20%是
先天從父母那裡遺傳到已損壞的基
因。即使是與遺傳有關，但若養生
有道，也有可能避免這些已損壞的
基因在體內發生作用因而導致癌症
。近年來，研究人員已經觀察到年
輕人癌症發病率有上升的現象。根
據目前的趨勢，到2030年，結腸癌
和直腸癌發病率:20-34歲患者:將分
別提高90.0％和124.2％;而35-49歲
患者:將分別提高 27.7％ 和 46.0％
。 肺癌與乳腺癌年輕人的發病率也
有提升的趨勢。這個趨勢與環境和
不健康生活方式有關。

人體的重量至少有一半是水份
， 「水」影響身體的新陳代謝和免
疫功能，現今市面上各色各式的飲
料不勝枚舉，本講座將啟發關於飲
料的新思維，介紹傳統飲料，包括
如何選擇飲用水、茶、和咖啡，論
述市場上各種健康與不健康的飲料
，各色運動飲料的利和弊，以及含
酒精成份的酵母飲料.... 等等。

陳康元醫師於 1968 年獲得加州
大學聖堤牙哥 UCSD 太空機械工程
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界工作十
年，曾是一位導彈物理專家，發表
專業著作三十餘篇。中年轉行，

1981 年獲得邁阿密大學醫學博士，
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
院醫師，Victoria Kathryn O’Con-
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休士頓
華裔醫師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
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

王琳博士, 1970年獲得波士頓大
學護理學碩士，1986 年獲得德州女
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鹽社義工
，也是癌症倖存者，曾與陳康元醫
師共同執業，有化療、放療、和重
症病房的專業訓練。夫婦二人經常
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
題。

到金冠 嘆午茶·食“點心” ，成了休市不少僑胞民眾平
日以至週末的一個慣性生活習慣。尤其是遇上親友共聚、良朋
集會，上金冠、嘆午茶·食“點心”，不作他地之選。

曾經有口痕友出一道題目來考我，食“點心” 這個詞，
究竟出自何經何典？

小弟唸書不多，平日又為口奔馳，對這個詞語的來源，知
之甚少。不過在吾記憶海洋中，相傳“點心”呢個詞來自東晉

，當時有一位戰績彪炳的大將軍，因為
見到手下官兵，日夜為國殺敵，血戰沙
場，好不辛苦，為了表達他個人回報心
意、也為了慰勞他們，，他就下命軍部
厨房，去炮制一些特別糕點，送去前線
，給予下屬享受，並且向他們表示：這
是大將軍的“點點心意”。

就因當這個慰問行動，傳播到整個軍部，繼而上達朝庭，
再聲至民間。無論哪個朝代、哪個社會，為商者多是眉精眼企
、頭腦精英之人馬。他們就借助 「點心」呢個詞，泡制出各色
各式、變化多端的點心出來，從東晉那個時候起，“點心”呢
個詞就流行起來，一直到今時今日。

舊陣時要食點心，大家一般會上茶樓或酒家。一大班人朝
早約埋一齊，拎住雀籠去飲早茶。有錢人家，就上樓嘆茶食點

心。錢少人仕，就在茶樓地下踎，因為一般樓上地方雅潔高檔
，所以會收取價格高一些的茶錢，有些甚至會比樓下貴成倍！
由於當時冇所謂男女平等的觀念，所以上茶樓的多數係男性專
屬，基本上冇乜女性上茶樓嘆早茶。

每間茶樓必賣的點心，當然有蝦餃、燒賣、叉燒包啦，而
且通常淨係做早午市，要到時到候先有點心食。不過，隨着飲
茶文化的改變，點心亦相應有好多變化。例如，為了吸引更多
年輕人去食點心，好多新派茶樓會整一些造型精緻或公仔樣的
點心；宜家仲流行點心專門店，由朝到晚都有點心食，為的就
係希望可以延續中式點心的好滋味！

金冠酒家在休市是一家新興的食肆，但因為出品精良，服
務周到，價格合理，水滾茶靚，所以自於2016 年12 月28 日
開幕以來，:便 「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 為食大夫）

到金冠 嘆午茶·食“點心”
楊楚楓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每
年的中秋佳節，是品嚐月餅
、品茗，賞月的絕佳時節。
雖然一個哈維颶風，把大家
的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全打
亂了，在忙碌於救災，整理

家園之餘，忽然驚覺
： 中秋節就要來了！
雖然休市各大超市，糕
餅店，餐館也推出各式
應景的令人眼花撩亂的
品牌月餅，但都不及
「東北人 」 餐廳推出

的自製 「京式提漿月
餅 」及 「蘇式月餅」
來的特殊，獨樹一幟，
風味絕佳。

「東北人」 推出
的 「京式提漿月餅 」，今年
是第二年推出，去年甫一推
出，即驚艷休巿。麵皮乾香
夠味，不油膩，充溢了北方
豪邁風格。內餡有豆沙、棗
泥、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

，還有特殊的 「鮮肉月餅 」
，少油，少糖，非常可口，
不像一般的月餅，因為太油
，太甜，太膩，一次只能吃
四分之一個。 「東北人 」 今
年還新推出 「蘇式月餅 」，
很獲江南一帶人的喜愛，其
純淨的口感，令人回味無窮
。 「東北人 」 無論 「京式
提漿月餅」 、 「蘇式月餅」
或 「鮮肉月餅」，價格相當
公道，四個十元，恁誰都吃
得起，不像有些餐館，餅店
，一個月餅要價七、八元，
甚至十幾塊錢一個。 「東北
人 」 的 「京式提漿月餅」
或 「蘇式月餅」，如果你去
的巧，剛出爐，吃到時還是

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絕
非從冷凍櫃 保鮮盒出來的所
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
道的東北家鄉菜，烤全羊，
燒烤羊肉串等東北口味。他
們還推出科班師傅主理的 「
淮陽菜 」，是今年中秋節闔
家歡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位於百利大
道與Gessner 交口附近的 「時
代 廣 場 」 內 ， 地 址 ： 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 713）
750-9222

「東北人 」推出的 「京
式提漿月餅 」，麵皮乾香夠
味，不油膩，充溢了北方豪

邁風格。內餡有豆沙，棗泥
，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
少油，少糖，非常可口，不
像一般的月餅，因為太油太
膩，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個
。 「東北人」 這種 「京式提
漿月餅 」，價格相當公道，
四個十元，恁誰都吃的起，
不像有些餐館，餅店，一個
月餅就要價七，八塊錢，甚
至十幾元一個， 「東北人」
的 「京式提漿月餅 」 ，如果
你去的巧，剛出爐，吃到時
還是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
，並非從冷凍櫃保鮮盒出來
的所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
地道的東北家鄉菜，蘭州拉

麵，烤全羊，燒烤羊肉串等
東北口味的名菜，他們還推
出 「淮陽菜 」，由科班師傅
主理，是中秋佳節，闔家歡
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
位於百利大道與 Gessner 交界
的 「時代廣場 」 內，地址：
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
750-9222

休士頓今年最特殊的風味月餅，送禮最佳禮品
「 東北人」 餐廳自製 「 京式提漿月餅」 及 「 蘇式月餅」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 」」餐廳今年中秋節餐廳今年中秋節
首度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首度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 「「京京
式提漿月餅式提漿月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 」」 新推出新推出
的的 「「中秋月餅中秋月餅」」 禮盒禮盒。（。（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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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小百科知識小百科：：皮膚病為什麼會皮膚病為什麼會““復發復發”？（”？（55））

思科網絡工程師思科網絡工程師99月新班開課月新班開課，，
抓住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抓住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十萬年薪不是夢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思科
網絡工程師 9 月新班開課了！
這一期的幸運兒經過 3-6 個月
的學習和訓練，將加入年薪10
萬 美 元 的 行 列 ！ 聽 起 來 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世界上有
時候就是有這樣的好事好項目
，機遇是稍縱即逝的。據哈佛
大學研究顯示，每個人一生要
出現 7 次決定人生走向的機會
，25歲以後開始出現機會，每

7 年出現一次，但第一次機會
出現的時候太年輕，75歲以後
出現的已經太老沒意義，所以
每個人可以利用的機會是 5 次
，這5次機會又有2次會不小心
錯過，所以實際上每個人一生
中能抓住的能夠改變命運的機
會是 3 次。思科網絡工程師培
訓班就是這樣一個機會，就看
你能不能抓住了。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

想發財，沒有人不想成功。可
現實是，如果你入錯了行，你
永遠都不可能成功。所以，抓
住時代的脈搏，抓住機遇，選
對行業，太重要了！其實，不
是每個人都適合創業的，大多
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行業，
好的項目，好的團隊，自己加
入其中，一切就進行良性的運
行當中，一切都在掌握中。這
樣風險可以控制到最小，而收

益可以最大化。現在，就有
這樣一個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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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1日已經正式開課了！剛
一開學就有十來個休斯敦的
學生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
只恨自己早不知道這個機會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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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Cert 的導
師曾在中國任教，在考試技巧
上有獨到之處！如果您實在擔
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
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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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
傭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是
這一次，你，想要抓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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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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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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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接上期）但是我要提醒你：如
果你是成人患者，你是皮膚病治療的
絕望者，你由於慣性思維選擇放棄治
療，抱憾終身，那是你的權力。如果
有孩子，你的孩子有皮膚病，千萬不
要因為你的一念之差，耽誤了孩子的
病情，錯過了孩子的治療良機。因為
孩子的皮膚病大都是容易治療的急性
皮膚病。我相信很多家長，為了他們
孩子的皮膚病，已經找遍了名醫，用
遍了名藥，結果都不如人意。即使是
這樣， 我還是勸你再試一次。因為孩
子還小，你為孩子一次次努力嘗試的

失敗結果，不能因此就替你的孩子決
定——絕望一生。知道發明家愛迪生
的故事嗎？愛迪生為了發明電燈泡，
實驗了一千種材料都宣告失敗了，卻
在第1001次的材料實驗中獲得了成功
。也許你孩子的一生幸福就在你最後
的、心存懷疑的第1001次上！（完）
案列：我叫王燕，有一個七歲的兒子
，三歲半的時候隨我們一家移民加拿
大。移民之前我兒子可乖了，白白胖
胖的，一身好皮膚。來到加拿大半年
後，也就是我兒子四歲左右的時候，
屁股及小腿上開始長紅色的小丘疹，

並伴有搔癢。之後孩子越抓越爛，面
積越抓越大，並有液體滲出，經醫生
診斷是濕疹。隨後漫長的治療就開始
了。先是加拿大的醫生開的激素皮膚
病藥塗抹，當時管用，隨後復發。再
找醫生就診，醫生開的還是激素皮膚
病藥。而且兒童醫院就診的孩子大部
分都是濕疹，並且反復復發，醫生也
沒辦法，說有些嚴重的孩子是不治之
症，有些等孩子長大了自然會好。我
不能接受這種說法。隨後，我開始給
孩子嘗試各種治療濕疹的藥，包括中
國的藥，都無濟於事。四個月前我在

報紙上看到了“劍牌”皮膚病霜，說
是中國的名牌產品，通過了加拿大的
檢測，有加拿大的銷售許可號。我知
道加拿大藥品檢測之嚴格世界聞名。
於是，又一次抱著一線希望買了一盒
為孩子做了嘗試，沒想到效果確實與
以前有所不同。當晚給孩子洗完澡後
塗抹，患處就不瘙癢了，七、八天下
來孩子基本上痊癒。但是20天之後皮
膚又有復發現象。後來在此藥的廣告
文章系列報導中看到了“復發”的原
因是過敏食物引發的濕疹復發。於是
通過醫院反復尋找過敏源，最終查出

了牛奶是濕疹復發的罪魁禍首。從此
，我兒子就停止了喝牛奶。兩個半月
過去了，我兒子的濕疹再也沒有復發
過了，並且孩子的生活還有了歌聲，
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景象。
（備註：每一個人的過敏源不同，牛
奶、花生、雞蛋、海鮮、牛肉等等都
有可能是皮膚病“復發”的罪魁禍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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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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鳴旗飛慶雙十鼓鳴旗飛慶雙十，， 「「 九天民俗技藝團九天民俗技藝團」」 揚威休市揚威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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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僑務諮詢委員鄭昭（（ 右一右一 ）、）、駱健明駱健明（（ 左一左一 ）） 帶來休市市長及哈瑞帶來休市市長及哈瑞
斯縣斯縣，，福遍縣縣長的賀狀福遍縣縣長的賀狀，，由黃敏境處長由黃敏境處長（（ 左二左二 ），），王映陽領隊王映陽領隊（（ 右右
二二 ）） 「「九天民俗技藝團九天民俗技藝團」」 團長許振榮團長許振榮（（ 中中））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糖城市市長糖城市市長 Joe Zimmerman (Joe Zimmerman ( 左一左一）） 親親
自與會自與會，，並頒發賀狀並頒發賀狀。。由許振榮團長由許振榮團長（（
中中 ））及領隊王映陽及領隊王映陽（（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由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由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中中 ）） 及及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陳美芬主委陳美芬（（ 左二左二
）、）、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左一左一 ））代表接受政要賀狀代表接受政要賀狀。。

「「氣吞天下氣吞天下」」 氣勢雄偉的盛大聲勢氣勢雄偉的盛大聲勢，，震動全場震動全場。。

由主持人由主持人（（ 左起左起）） 駱健明駱健明，，郭穎夫婦主持的郭穎夫婦主持的 「「
沙漠太子沙漠太子」」 人偶及頭巾的籌款救災羲義賣人偶及頭巾的籌款救災羲義賣。。

「「 歡喜神童歡喜神童 」」 中土地公爺爺與活潑俏皮的招中土地公爺爺與活潑俏皮的招
財進寶童子財進寶童子，，透過神偶的親和力透過神偶的親和力，，拉近全場觀拉近全場觀
眾距離眾距離。。

演出演出 「「神仙祈福神仙祈福」」 中的福祿壽三仙中的福祿壽三仙。。 「「氣吞天下氣吞天下 」」 的三位女鼓手接受主持人駱健明的三位女鼓手接受主持人駱健明（（右右），），林采萱林采萱（（左左））的訪問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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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哲醫師遺愛人間
台灣八仙塵爆燒傷病人 美國Shriners Hospital 治療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攝攝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特別於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特別於本((99))月月1818日率關懷日率關懷
小組前往醫院探視二名傷患及家屬小組前往醫院探視二名傷患及家屬

Shriners HospitalShriners Hospital公關公關Emily DresselEmily Dressel親自向二名傷患及親自向二名傷患及
家屬解說該院作業情形家屬解說該院作業情形

Shriners HospitalShriners Hospital 公關公關 Emily DresselEmily Dressel 及輔導員提醒及輔導員提醒
二名傷患第一次門診時間訂在二名傷患第一次門診時間訂在99月月2525日及日及99月月2828
日日，，預計留在美國治療期間預計留在美國治療期間55個月左右個月左右。。

ShrinersShriners 醫 院 院 長醫 院 院 長 Dr. DavidDr. David
HerndonHerndon 強調整形外科醫生強調整形外科醫生
黃宗哲生前擔任黃宗哲生前擔任ShrinersShriners 醫院醫院
的燒傷重建醫生及資深顧問的燒傷重建醫生及資深顧問
、、累積了豐富的燒傷重建經累積了豐富的燒傷重建經
驗驗、、他嘉惠了許多墨西哥及他嘉惠了許多墨西哥及
中國大陸來美國中國大陸來美國ShrinersShriners醫院醫院
治療的燒傷孩子治療的燒傷孩子。。醫院院長醫院院長
Dr. David HerndonDr. David Herndon 將繼續秉將繼續秉
承黃宗哲醫生遺志為二名傷承黃宗哲醫生遺志為二名傷
患作最好的治療患作最好的治療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特別於本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特別於本((99))月月1818日前往醫院探視二名傷患及家屬日前往醫院探視二名傷患及家屬，，一同一同
前往的尚有黃宗哲醫師夫人黃蔡淑娟女士前往的尚有黃宗哲醫師夫人黃蔡淑娟女士、、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甘幼蘋僑務委甘幼蘋僑務委
員及副會長趙婉兒女士員及副會長趙婉兒女士、、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潘劉慰慈等多位僑界領袖潘劉慰慈等多位僑界領袖、、並由院長兼德州大學醫學並由院長兼德州大學醫學
分院燒傷主任分院燒傷主任David N. HerndonDavid N. Herndon教授教授、、公關公關Emily DresselEmily Dressel、、捐獻部主任捐獻部主任Lisa L. CourtLisa L. Court親自接待親自接待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黃宗哲醫師夫人黃蔡淑娟女黃宗哲醫師夫人黃蔡淑娟女
士士、、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甘幼蘋僑務委員及副會長甘幼蘋僑務委員及副會長
趙婉兒女士趙婉兒女士、、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潘劉慰慈等與病患陳薇涵和媽媽郭素潘劉慰慈等與病患陳薇涵和媽媽郭素
秋女士秋女士、、李竣毅和姊姊李怡宣合影李竣毅和姊姊李怡宣合影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副會長趙婉兒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副會長趙婉兒、、
甘幼蘋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潘劉慰慈與病患陳薇涵和媽潘劉慰慈與病患陳薇涵和媽
媽郭素秋女士媽郭素秋女士、、李竣毅和姊姊李怡宣探討在美李竣毅和姊姊李怡宣探討在美
生活有關細節生活有關細節

醫生黃宗哲夫人蔡淑娟醫生黃宗哲夫人蔡淑娟、、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
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黃敏境處長夫人邱瓊慧黃敏境處長夫人邱瓊慧
對二名台灣青年接受治療表達觀切之情對二名台灣青年接受治療表達觀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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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最嚴調控來襲
投機者“囤房”幾無可能

國家統計局發布8月份70個大中城

市住宅銷售價格統計數據。數據顯示，8

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壹線城市房價環

比下降，二三線城市漲幅回落。

這壹消息迅速引起社會關註。在持

續的樓市調控重拳下，壹線城市房價環

比下降。在這壹數據背後，哪些調控政

策最有力？炒房客、投機者怎樣“敗北”？

記者就此展開了調查。

從每平方米8萬元到每平方米不到7

萬元，這樣的降幅讓最近被花粉折磨得

有些困頓的北京市民李凱精神壹振。

李凱的家位於北京市南四環中路上

壹處中檔小區。2004年，李凱以每平方

米4000元的價格購買了這套商品房。今

年春節過後，這套房子的成交價格壹度

飆升到每平方米8.2萬元。對於這樣的漲

幅，李凱壹直後悔沒有在每平方米房價

尚未過萬元時出手再買壹套。

不過，最近房價的下降讓李凱覺得

機會來了。經過左挑右選，李凱看中了

自家小區內的壹套大戶型，總價將近

900萬元。“我也不是特別了解其他地

區，所以就在周邊選擇，關鍵是現在的

價格真的很合適。”按照李凱的計劃，

先把房囤下來，過兩年等周邊機場線以

及商圈更加完善後，“肯定還會升值”。

之所以說是“囤”，因為李凱並非

“剛需人群”。不過，連番調控政策讓

李凱的“囤房夢”幾無實現的可能。

多條囤房“捷徑”被否定
今年35歲的李凱與妻子除了目前居

住的這套100余平方米的房屋外，在北

京市西城區還有壹套60平方米的學區房。

為了買房，李凱計劃離婚。不過，

對於買房這件事，他似乎“只是知其壹

而不知其二”——李凱最初的打算不斷

被現實否定：夫妻二人離婚後壹人壹套，

由他再購買住房，但行不通，因為單身

名下只能有壹套住房；改方案後，將兩

套房產全部過戶到妻子名下，李凱凈身

出戶，但風險太大。

不過，即便甘冒凈身出戶的風險，

李凱的“囤房”計劃仍然不具可行性，

因為首付增加不少。即使選擇離婚，由

於在此前購房過程中李凱的妻子曾進行

公積金貸款，凈身出戶的李凱壹年之內

再買房會受到貸款限制。

“我看中的商品房不到140平方米。按照

規定，不到140平方米的商品房最高只能貸

187萬元。也就是說，我至少要支付700萬

元的首付款。”李凱說，這對他來說並非

小數目，“況且是壹次性支出”。

就在李凱為700萬元首付款發愁時，

朋友給他指點了壹條“捷徑”——消費貸。

李凱的朋友告訴他，只要有車房做抵

押、信用記錄沒有汙點，就可以弄到消

費貸。“銀行對抵押物及信用記錄等材

料審核得很嚴，壹旦認定借款人具有還

款能力，經辦人員不會追究這筆貸款最

終用在了哪裏。以裝修的名義申請貸款

壹樣可以用來買房，只要到期連本帶息

還上就好了。對於30萬元以上的大額抵

押貸款，銀行放款要求只能刷卡或委托

支付使用，壹旦資金出現可疑操作或流

向房地產市場會立馬收貸。而30萬元以

下的信用貸款用戶可以選擇提款，雖然

有的銀行還會附加要求，比如提供後續

消費小票供貸後檢查，但如果有按期還

款的把握，貸後監控也不會那麽嚴格”。

不過，李凱仔細研究發現，這條

“捷徑”的風險似乎更大——要想申請

此類貸款，在很多情況下都要給辦理機

構額外的“通道”費用，“這個費用至

少是貸款總額的5%，再加上銀行貸款利

率，走這個路子得承受年化11%的資金

成本”。

李凱想了想自己背負的借款，決定

還是等等再說。“以我們家的收入能力，

還款是很吃力的，萬壹出現突發性的支

出，只能賣房還錢”。

也就是說，李凱只有在凈身出戶後

壹次性拿出至少700萬元現金，才有可

能“囤房”。

最嚴調控讓投機者無奈
北京市民張進也遇到類似經歷。

今年春節剛過，北京樓市依然處於

亢奮狀態中，原本每平方米6萬元的房

子壹周後躥升至每平方米7萬元。在房

價勢如破竹的進擊下，不少已經擁有1

套住房的人按捺不住了。已有1套住房

的張進就計劃趁機“上車”。

今年2月初，張進看上北京東南五

環外亦莊附近的壹家準現房樓盤，這家

樓盤原計劃3月中旬開盤，均價約每平

方米7萬元。按照樓盤蓄客要求，張進

交了20萬元定金。同時，為了首付30%，

他著手計劃離婚，然後以妻子名義購買，

因為妻子名下無房無貸。

3月17日，堪稱史上最嚴的限購令

出臺。原計劃開盤的樓盤暫緩，而更為

關鍵的是，按照“3· 17新政”及系列規

定，就算離婚，因為尚未滿壹年，張進

也將按照二套房80%的首付比例支付。

這樣壹來，張進的首付負擔激增，他不

得不從“上車潮”中撤退。

在北京工作滿5年的孫先生，名下

無房無貸，在兩大高端樓盤交定金排號，

但是卻面臨被“勸退”的尷尬，因為他

的妻子曾辦理過購房貸款。

“從30%的首付到80%的首付，增

加的首付負擔不是壹點點。”孫先生說，

如果考慮向親朋借錢，也難以湊齊。他

嘗試向銀行辦理消費貸款，但是，與此

相應，各家銀行收緊貸款審核。最後，

孫先生不得不退出購買“豪宅”的隊伍，

轉而選購面積適中的中等戶型。

在這場調控大潮中，房產中介也似

乎開始起到了作用。

半年前，小鄒被調到北京壹家大型

房產中介機構擔任門店經理，他到任後

的第壹件事便是調價。

“我之所以被調到這裏，是因為這

家門店效益太差，3個月不開張。我壹

看房價標的太高，和國家調控政策後消

費者預期相差太遠，必須調價。”小鄒

說，在下調售價後，他所在的這家門店

銷售量明顯上升。不僅如此，在接受新

房源的時候，小鄒還給門店店員規定，

過高的單價不接受，“太高的掛出去也

沒人看，還擾亂民心，我們還可能受到

監管處罰，沒必要”。

40多家品牌商撤離京東 “貓狗之戰”或進壹步升級
壹年壹度的京東男裝節今天就要宣布收官，而

京東和天貓兩個電商巨頭之間的服裝品類大戰還將

繼續。而近壹個月內，多家國產知名服裝品牌的官

方旗艦店從京東平臺上出走，壹心壹意投入天貓平

臺的懷抱。讓商家“站隊”，這是否意味著“貓狗

之爭”將進壹步升級？

“貓”和“狗”只能選壹個
有媒體統計，短短壹個月時間內，包括江南布

衣、太平鳥和真維斯等國產知名服裝品牌的官方旗

艦店都撤出了京東平臺，總數達到40多家。而這

些商家經營的大多都是京東平臺上的頭部品牌，銷

售數據表現較好。

對於撤店原因，多數涉事商家並沒有給予正面

回應，聲稱只是出於“戰略調整”以及“業務調整”

的考慮。但是，也有商家直言，京東與天貓之間展

開“暗戰”，迫使商家“站隊”，無非就是撤店的

主要原因。

江南布衣華北區相關負責人表示：“在京東的

店鋪已經撤掉了，現在就保留了微信商城和天貓。

京東在和天貓在較勁，只能選擇壹個。”

其實，強迫商家“二選壹”的鬧劇在今年的“618”

電商大促期間就已經上演。有消息說，當時，京東方

面強拉有關品牌參加促銷活動，對於要求退出活動的

商家，鎖定其後臺的操作權限。而天貓方面，更是要

求商家只能在天貓平臺銷售，否則不給予商家流量。

因此，在上壹輪較量中，已經有不少商家為了“自

保”而選擇用戶基數大的壹方作為“靠山”。

提升認知度 電商平臺牽手時尚周
記者昨晚致電京東方面，京東表示不方便電話

接受采訪，而是以文字形式獨家回復了記者的問題：

“京東可以根據商家業務需求選擇最有利的服務和

支持，實現理想的銷售業績”。另外，相關事業部

門的工作人員正在參加倫敦時裝周。

有業內人士解釋，通過參與時裝周從而提升自

身在時尚領域的認知度和關聯性，是目前不少電商

平臺新壹輪的競爭策略，例如，京東拉來了倫敦時

裝周，天貓則選擇與紐約時裝周牽手。

事情並沒那麽簡單
那麽，京東和天貓在服裝品類上的交火是否會

像很多媒體所說的那樣，進壹步升級？昨晚，京東

宣布，將為京東平臺商家及第三方商家提供6.66億

元補貼，用於“雙11”前的備貨、倉儲和配送，而

補貼對象就包括服裝品類。

電商行業分析師魯振旺認為，隨著平臺之間的

競爭日益白熱化，雙方的摩擦會越來越多，但同時

也會相互制衡。魯振旺說：“兩者肯定是惡性競爭，

每年都會有同樣的聲音出來，但是這種競爭不會導

致非常可怕的結果，因為競爭格局還是由電商的行

業地位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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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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