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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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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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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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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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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沈燕 青年鋼琴演奏家

Email: yanshen.piano@gmail.com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

演奏家文憑獲得者，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授課，

限周六日。有意者請郵件聯系面試。

M06-Shenyang 沈燕C_567_4

電話：832-380-9312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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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素養不僅是服從多數，
而且尊重少數及照顧弱者；

生活水準的提供不光是物質的追求，
而是包括人性尊嚴的維護；
社會正義不是霸權的強力延伸，
而是民權及自由的尊重。

美南新聞日報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電話：281-498-4310．傳真：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ad@scdaily.com
日報網址：www.SCDAILY.com

與美南報系所有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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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律師事務所幫助中國移民留在美國陳文律師事務所幫助中國移民留在美國
張思思請求華人社區幫助她的家人留在美國張思思請求華人社區幫助她的家人留在美國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
三月十日 敬老演出 全場滿座

榮獲第54 屆金馬獎五項大獎名片 「大佛普拉斯」
3 月 8 日晚間七時在休士頓美術館放映

[本報訊]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
之家·為休士頓的非牟利團體及志願
藝術組織·以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粵劇
粵曲)來承傳為宗旨·望能將此藝術傳
揚於海外·令海外僑胞長者和粵曲愛
好者·能得到有所依歸的情懷·並推介
至年輕新一輩及中外人士·對中國傳

統粵劇藝術有所認識。
"藝苑"對各界熱心人士的支持及

贊助·衷心感銘。是次演出的入場券·
已派發完畢·全場滿座·向隅者請見諒
。

持有3月10日敬老節目入場券的
長者·友好們·請憑票入場。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陳忠良(化
名)，他於1985年3月12日進入美國
，幾天前被美國移民局拘留，當時他
去移民局接受I-130面談。 移民局聲
稱，陳先生在幾年前L-2簽證到期時
已經違反留在美國的規定。 陳先生
在 2014 年前與張思思結婚，現在有
一個 3 歲的女兒。 張思思女士是美
國公民，她將贊助她的丈夫留在美國
維持一個健康的家庭。

思思女士說，陳先生非常坦率，
體貼，好願意幫助人，他總是幫助需
要的人。 現在陳先生是維護思思家

庭的主要資金來源，思思在HCC學
習，她希望她畢業後能找到一份工作
。 不幸的是，陳先生被拘留在移民
局，思思和她的女兒每週只能去看陳
先生一次，思思面臨經濟問題，也遭
受了失去她丈夫的痛苦，而且她的女
兒也因為沒有父親在家裡照顧他們而
哭泣。思思的女兒明天將3歲，但她
的父親不在家為她慶祝。 對一個可
愛的家庭來說，這是非常難過和不合
理的。

思思的律師，陳文律師 - 陳文
律師事務所, 分析了陳先生和張女士

的幾種選擇，她做如下陳述：即使陳
先生在美國留有輕微移民違規行為，
但聯邦政府應考慮 幫助和允許陳的
家人留在美國。 陳先生與美國公民
結婚，並有一名3歲女兒，他沒有犯
罪記錄; 因此陳先生有重返美國的合
法權利和方法。 為了節省移民局和
聯邦政府的資源，政府應該更加重視
對有犯罪紀錄的無證外國人的工作
。 釋放陳先生申請601留在美國請願
書，並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是陳先生和
張女士的這種情況的適當解決方案。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本(3)月8日(週四)晚間7:00休士頓美術館(Muse-
um of Fine Art, Houston MFAH)將放映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The Great
Buddha+)，歡迎熱愛電影的觀眾朋友踴躍至美術館官網購票欣賞。

《大佛普拉斯》榮獲第54屆金馬獎5項大獎，包括最佳新導演獎、最
佳改編劇本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原創電影配樂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
，也同時獲得第19屆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

（ 本報訊 ）台灣雜誌社的龍頭老大---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總發行人王力行女士

，將於下週抵休參加親友的婚禮，應 「美南華
文作協」 之邀，將於下周五（ 三月九日 ） 上
午十時至十二時，在百利大道 「國際貿易中心
」 二樓，發表專題演講： 「在變局中的雜誌發
展」，這是 「美南華文作協」 今年新春換屆以
來的首場活動，即請來 「重量級」 的記者，作
家，出版家，談大家關心的命題，在此開年之
際，更為休巿帶來喜氣，歡迎各界人士把握良
機，踴躍前往聽講。

王力行是知名的記者、作家和出版家，在
台北雜誌界深耕四十餘年，1967年王力行在政
大新聞系畢業後，先在張任飛先生創辦的《綜
合月刊》擔任記者和編輯，之後出任《婦女雜
誌》總編輯、1978年赴香港擔任中國時報辦事

處主任， 1980 年任<時報雜誌>副總編輯，
1981年 「天下文化」創刊，任副總編輯，並於
1986年和高希均教授創辦現今的遠見天下文化
事業群，她出任該企業的發行人兼總編輯，
2006年出任《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
總編輯。

王力行曾帶領天下遠見雜誌群榮獲新聞局
雜誌報導金鼎獎、公共服務金鼎獎、花旗銀行
財經新聞獎、新聞評議會兩岸新聞獎、吳舜文
新聞獎項。她的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者廿餘種
，大陸六種，其中包括:《請問總統先生》 、
《愛與執著 : 追尋遠見的年代》 、《無愧——
郝柏村的政治之旅》 、《三人行看台灣新价值
》（張作錦、高希均合著） 、《華人領袖破解
台灣機会‧中國想像》 王力行主編 。她 並於
日前，每月固定 為 「遠見 」寫書評專欄，分

享自己的
看書心得
。

王 發
行人在過
去訪談中
曾透露：
做記者的
主要任務
是跑新聞
( 即 搶 新
聞)，但是記者跑新聞一向從負面著眼，她的個
性也不適合和人搶新聞，畢業後決定到雜誌社
工作，可以透過專題的方式來全面性地報導新
聞，她歷年來在華文雜誌界掌舵 「天下」與
「遠見」的深耕經驗，使得這場演講精采可期

。（硯青）
演講時間: 三月九日（週五）上午十時至

十二時
地點: 百利大道 「國際貿易中心」11100

Bellaire Blvd.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總編王力行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總編王力行
三月九日應美南華文作協之邀演講三月九日應美南華文作協之邀演講

圖為前來表示對案情圖為前來表示對案情
表示關切表示關切，，共思良策共思良策
的社團代表的社團代表，，與國會與國會
議員第議員第 2222 區候選人區候選人
Steve Brown (Steve Brown ( 中中 ））
在陳文律師在陳文律師（（ 右三右三)) 辦辦
公室合影公室合影。（。（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圖為張思思女士圖為張思思女士（（右右 ）） 向前來表示關切的國會議員第向前來表示關切的國會議員第2222 區候選人區候選人Steve BrownSteve Brown
(( 左左 ））訴說案情細節訴說案情細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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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建清明法會通告
       本蓮社謹訂於國曆二○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至四月一日(星期日)(
農曆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舉行清明法會。恭誦
地藏菩薩本願經二永日。奉獻妙供加持早晚功課。仰仗諸佛菩薩威神力，超
薦先亡及歷代祖先。
敬請諸大護法，駕臨拈香，同崇孝思，共薦先靈為禱！凡在本蓮社設有祖先
、親友往生蓮位，或欲超渡祖先、冤親債主者，即日起，敬請諸位大德，儘
早與蓮社聯絡登記，以便設位超薦。
屆時敬請踴躍參與法延，同種菩提妙因共修成佛聖果！並有敬備素齋供眾。

休士頓華嚴蓮社     謹訂     
9369 Wilcrest Dr.,Houston, TX 77099-2128
Tel: (281) 495-9700 or (281) 879-4485 Fax: (281) 498-2984
E Mail : ablsbuddha@yahoo.com.tw

C03-AVATAMSAKA華嚴蓮社67B_16

【本報訊】【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第12屆 「2018年美南獎學金
」申請活動己於2018年3月初起開始接受報名申請，並將於2018年4
月30日截止申請。 「美南獎學金」的申請不局限于美南銀行客戶，舉
凡應屆高中畢業生、清寒優秀學子學業平均成績GAP 3.0以上，並已
拿到入學許可者均可申請。獎學金獲獎名單將於2018年5月初公佈，
同時以郵寄通知。頒獎活動於2018年5月底前舉行月底在美南銀行總
行內舉行頒獎儀式。有關相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格要求、申請表格，
請洽美南銀行公關LingChuang (莊幃婷) 713-272- 5045 ，或email: ling.
chuang@swnbk.com

「美南獎學金」自2005年起由美南銀行特別設立和主辦，主要獎
勵對象以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期許借此獎學金設立目的表彰成績優
秀學生,獎助弱勢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爭取大學優先錄取
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取得優異成績的動力，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
。20年來獲得本地商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持。

「美南獎學金」名額共設五位，每位獎學金為美金1000元。由美
南銀行獎學金評審委員負責審理，從每年的申請者中根據所提供的在
校課學業成績、課外社區服務相關證明資料、其他活動比賽的得獎資
料、兩封介紹信教師推薦信、學生自我介紹信兩頁、及學生本人在校
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例如：演講比賽，運動比賽，學校樂團等
、和家庭經濟狀況財務證明 ( 收入 )等。在美南獎學金評選委員審核評

鑑後，於2018年5月初公佈資格獲獎學子。並以郵寄通知獲獎者，在5
月底於中國城總行舉行頒獎儀式。

有關美南銀行 「2018年美南獎學金」具體申請辦法及資格要求，
請 洽 美 南 銀 行 公 關 Ling Chuang ( 莊 幃 婷)713-272- 5045 ling.ch-
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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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1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 9700
(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20年來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
富的文化資源，以專業的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提供客戶多元化的
金融需求。美南銀行在20年業務不斷茁壯成長擴展的同時，並本著取
之社區、回饋社區的原則，盡應有的社會責任，除了每年在休士頓和
達拉斯二地提供清寒獎助學金外，還不定期舉辦各種專題的講座和參
與社區各項等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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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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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舞蹈家王麗純 經驗豐富 教學一流
秋季舞蹈班於3月3日（星期六）起開課

(本報訊）由著名舞蹈家王麗純女
士教授的國際標準舞－摩登舞、拉丁
舞，將於 3 月 3 日（星期六)起開課，
舉凡成人班丶青少年班丶私人團體班
丶速成班丶個別班等均齊全。團體班
一學期為三個月，一節課為45分，每
週上二節課以上者有特別優惠學費為
250元，如果上單堂課一學期三個月學
費 為 180 元 ， 詳 情 請 洽 王 老 師
281-923- 5355。同時王老師還設有個
別班，使學員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

王老師在休士頓舞蹈界已耕耘多
年，頗有盛名，而王老師不僅經驗豐

富，教學有方，且態度親切，認真負
責，使學生每節課都有紮扎實實的好
收穫，並且相當，注重基本功，讓他
們更加實力，技藝方面自然也提高，
希望能培養出更多的高徒。王老師自
幼從師習舞，至今從無間斷，她積有
二十多年教學經驗，曾到過英國深造
並多次獲得比賽冠軍。現為美國職業
舞蹈聯盟會（P.D.F）會員；國際競技
舞蹈協會（N.D.C.A）會員。現任教
於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華夏中文學校
，松年學院，美南青少年夏令營（C.
Y.C）等的國際標準舞教師。

王麗純老師在僑教中心教授的舞

蹈班，本期的課程有：(週六班):10:
30am-11:15am是少年拉丁舞A班 ; 11:
15am-12:00pm 是少年拉丁舞 B 班；4:
30pm-5:15pm 是成人拉丁健美律動舞
班；（週日班):1:30pm-3:00pm是成人
的國際標準舞（拉丁舞，摩登舞班);青
少 年 拉 丁 舞 班 （A 班)10:30am-11:15
am；(B班)11:15am-12:00pm 是青少年
的摩登舞班。同時王老師還設有個別
班將依你的喜好和程度一對一教學，
讓你的舞蹈能進步神速，另有其他時
間及程度不同的速成班，或私人團體
班，詳情請電王麗純老師 281-923-
5355洽詢。

休士頓美術館
將放映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

美南銀行第12屆 「2018年美南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凡具資格應屆學子敬請把握及早申請
學生展示拉丁舞學生展示拉丁舞--恰恰舞的姿勢恰恰舞的姿勢。。

(本報訊）本(3)月8日(週四)晚間7:00休
士 頓 美 術 館(Museum of Fine Art, Houston
MFAH)將放映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
(The Great Buddha+)，歡迎熱愛電影的觀眾
朋友踴躍至美術館官網購票欣賞。

《大佛普拉斯》榮獲第54屆金馬獎5項
大獎，包括最佳新導演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最佳攝影獎、最佳原創電影配樂獎、最佳
原創電影歌曲獎，也同時獲得第19屆台北
電影節百萬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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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地點: 紐約
特別團出發日: 周三 (04/04/2018–04/11/2018)

其他日期請來電查詢: (每週三、六發團) 每年三至四月份 - 華盛頓特區的櫻花季
每年春天，華盛頓特區的櫻花都會像美麗的花卉煙花綻放中展現出色彩。但高峰開花時間僅持

續幾天,並且每年都有變化。 平均而言，高峰開花期在3月最後一周到4月的第一個星期左右。但
這段時間內，每年都有所不同。2018年的4月４日 讓我們來踫踫運氣, 隨著團走過的美、加東部

城市, 在我們留下的足印裏，有多少城市讓我們目到綻放中的櫻花?
行程特色: 暢遊 - 紐約市，費城，華盛頓D.C，波士頓，尼加拉瀑，多倫多，千島湖，渥太華，

蒙特婁， 魁北克

20182018
八天美加東豪華遊八天美加東豪華遊

詳細日程:
第1天 家園 - 紐約市 / 半天自由行(獨家行程)
有 3 個機場的免費接機服務(詳情請來電或電郵

查詢)
•所有於4:00PM之前到達的旅客將有可能參加

非常受歡迎的一個節目—— 紐約夜遊，紐約夜遊將
於約6:00PM出發* 紐約夜遊票價：每人$25。（此
行程不包括：導遊/司機的小費：每人$4）
酒店: Crowne Plaza Edison, Radisson Somerset 或
同級

第2天 紐約市區游
由紐約證券交易所華爾街開始, 舊市政廳，華爾

街的標誌銅牛雕塑。新世貿中心*，搭乘自由女神環
島游船*, 從不同的層 面來俯瞰整個紐約市。您將欣
賞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紐約港風景線，沿途可以看到
布魯克林大橋，愛麗絲島和自由女神 像的全景。無
畏號航空母艦* 。隨後巴士將穿過曼哈頓中城，可以
看到聯合國總部，著名的五大道及洛克菲勒中心。
整個紐約市區游的最後一站是紐約時代廣場—— 遊

客還有機會探索信不信由你奇趣館*。
酒店: Double Tree By Hilton Princeton, Hyatt Re-
gency Princeton 或同級

第3天 費城－華盛頓 (如大自然之母允許，今天
盡地拍攝步捉櫻花盛開的照片! )

費城是美國的第二首都所在地。參觀像徵美國自
由精神的自由鐘。近旁處就是《獨立宣言》《美國憲
法》《人權法案》的誕生地—獨立宮。巴士將繼續前
往華盛頓特區, 第一站是自然歷史博物館，他是美國
乃至全世界知名的博物館之一， 世界最大的藍色鑽
石 [希望] 的所在地。 之後，美國最高 立法機構國會
山莊（外觀）。再到華盛頓市中心參觀杜莎 夫人總
統蠟像館*，該蠟像館是全世界唯一收藏著美國歷任
四十五位總統一比一的蠟像，可以與所有總統和好萊
塢巨星親密接觸，為華盛頓游留下美好的回憶。接下
來是白宮（南草坪視圖），白宮是美國總統的主要居
住地和工作場所。隨後您將參觀美國最著名的建築之
一，林肯紀念堂。正前方，清澈的倒影湖，華盛頓紀
念碑，二戰紀念碑盡收眼底。可乘坐華盛頓首都游船

* 航行在波多巴克河，遊覽沿岸風光，更可眺忘五角
大樓。晚餐之後回到酒店休息。
酒店: Sheraton Dulles Airport , Hyatt 或同級

第 4 天 康寧玻璃博物館－加境尼加拉瀑布
（400 英里）

前往康寧玻璃中心，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玻璃展覽
館。之後繼續北上，向美東第一大壯觀自然景點尼加
拉大瀑布出發，屆時將過境到加拿大，首先入住加拿
大瀑布地區酒店(獨家行程) ， 之後由導遊帶領，暢遊
瀑布地區的不夜城(獨家行程)， 城內有著各大小餐廳
、酒吧、賭場及摩天輪，欣賞氣勢磅礡秀美壯麗的瀑
布夜景燈光秀！
酒店: Quality Inn, Best Inn, Motel 6 或同級

第5天 加境尼加拉瀑布－多倫多 (80英里)
今天在IMAX電影院欣賞尼加拉傳奇電影，接著

搭乘加境瀑布船開始尼加拉瀑布之旅，帶你進入大瀑
布的中心，體驗世界自然奇觀。之後登上離瀑布236
米高的天龍塔，享用午餐，更可在高空觀賞美加瀑布
全景。然後前往多倫多，到達多倫多港，乘坐多倫多
城市游船，在安大略湖面上你可以俯瞰到多倫多最美
的風景。返回時，我們將到達整個西半球最高的建
築--CN塔，體驗世界上第一個玻璃地板，在553米
上高空觀賞多倫多市。隨後參觀目前在加拿大最受歡
迎的 瑞普利水族 館，它以一條長達96米透明的觀光
隧道而聞名。穿過多倫多市中心時，能夠看到這城市
地標--多倫多市政廳，然後遊覽多倫多唐人街。
酒店: Crowne Plaza, Radisson 或同級

第6天 多倫多 – 加境千島－渥太華 – 蒙特利
爾 (420英里)

清晨向東行駛到位於安大略省金斯頓的千島群島
。登上千島湖游船* ，探索聖勞倫斯河，穿越湖上美
加兩國共1865個島 嶼，漫遊這美加富豪的渡假天堂
。參觀加拿大的首都--渥太華，到達後可自由活動，
可遊覽地標性建築，加拿大國會 以 及百年火焰。抵
達世界第二大法語城市及有小巴黎之稱的蒙特利爾，
登上雙層巴士市區游*，並在蒙特利爾的唐人街享 用
晚餐,之後返回酒店。 酒店: Sandman Hotel
Montreal 或同級

第7天 蒙特利爾 – 魁北克市 – 波士頓 (560
英里)

前往魁北克市，開始魁北克古城區深度游*， 跟
著當地導遊欣賞各種法式建築及石板街，參觀北美地
區唯一留存至今的古城牆，進入位於山頂上的皇家軍
事古堡及世界知名的芳堤娜古堡酒店，更有機會品嘗
法式風味餐*，一嘗法式田螺、鵝肝等名菜；之後開
始返回美國，途中更可於邊境的免稅商店購買到所有
加拿大特產如冰酒、煙三文魚、楓糖等產品，晚上到
達位於麻省的波士頓，首先當然要先品嘗當地最有名

的波士頓龍蝦*作為晚餐，大小適中的波士頓龍蝦，
爽口甜美，非吃不可！
酒店: RADISSON NASHUA 或同級
第8天 波士頓 – 家園/紐約 – 家園（238.8 英里)
首先到達世界一等學府哈佛大學的所在地哈佛廣場，
早餐後進入哈佛大學主校園參觀，漫步在這人才輩出
的世界級學府，體驗校園氣息。之後到訪另一世界級
學府麻省理工大學，正是當年二次大戰原子彈研制的
地方，亦是很多科學及物理學名人的母校。進入波士
頓市中心，途經聖三一教堂及新英格蘭地區最高大廈
約翰漢考克大廈，最後到達波士頓海港碼頭，乘坐波
士頓游船*，波士頓全景盡收眼底，更會經過當年獨
立戰爭的源頭傾茶事件的碼頭。游船後會到達波士頓
最後一站昆西市場享用午餐，特別推薦一定要品嘗波
士頓特產新英格蘭蛤蜊濃湯及龍蝦卷，多個旅遊節目
亦爭相到訪，市場內外更可找到各式各樣有關波士頓
的紀念品，是波士頓的必到之地。午餐後訪客將送往
波士頓及紐約機場飛回家園，祝大家旅途愉快。 (八
天行程團友在此結束行程，為了減輕回程旅途勞累，
強烈建議回程訂於波士頓機場 「BOS」 ) 及達到紐約
後，送往（JFK，LGA 和EWR) 機場返回家園。結束
8天愉快的美東精華之旅。
旅行團費用包括：
• 旅遊期間的酒店住宿（不包括旅程的最后一天）
• 全程豪華空調巴士載送服務
• 機場接送（行程中指明包含機場接送的旅游團) •
雙語導遊（國語，粵語和英文）
旅行團費用不包括：
• 餐費和門票費(門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旅游團謝絕游客使用任何自行購買的CITY PASS或
景點門票**
• 導遊和司機的小費，建議每位旅客每日支付 10 美
元小費
• 提前（非行程第一天）的接機服務，或延后（非
行程最后一天）的送機服務
• 個人支出、機場和酒店的行李處理費以及所有類
型的保險皆不包括在團費裡。
• 任何簽証申請費。

 

 此 團 有 專 人 由  
休 仕 頓 隨 團 出 發   
 

 

本公司保留視當時情況做行程變動之權利
此團滿20人以上有 專人由 休 仕 頓 隨團 出發

    團费        
TOUR PRICE 

第一/二位 （1st & 2nd） 
 

第三/四位 （3rd &4th）    單人 single  同房費 

      每人価          $749.00         免費      $1044.00    +$65  

同房費: $65 (如是單人旅行，您可以選擇跟另一位單人旅行的旅客同用一客房。如您選擇跟別的旅客同房，        

您的費用將是雙人房價加上同房費。) 

快捷旅遊 (713)-777-1717
email: asaptravelwize@yahoo.com

鋼琴演奏博士鋼琴演奏博士、、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限周六限周六、、日授課日授課

（ 本報記者秦鴻
鈞） 著名青年鋼琴演
奏家沈燕，她同時也是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演
奏家文憑獲得者，繼今
年年初回國有三場大演
出之後，沈燕老師現招
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

，僅周六、周日兩天授課。有意者請郵件聯繫面試。沈燕
（Yan Shen ) 老師的郵箱是：yanshen.piano@gmail.com。
詢問電話：832-380-9312

沈老師今年一月回國主要有三場演出：（ 一 ）12/30/
17 在香港城市大會堂，受香港中西區政府邀請演奏＂拉赫
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奏鳴曲＂和香港作曲家何祟志博士的＂功
夫狂想曲＂，（ 二 ） 受湖南省演藝集團邀請，1 月 6 日在
湖南省寧鄉大劇院演奏鋼琴獨奏音樂會，以及1 月 12 日在
長沙湖南音樂廳舉辦獨奏音樂會。（ 二 ） 今年二月初，沈
燕老師在休斯頓跟她的三重奏組合演奏了柴可夫斯基鋼琴三
重奏。沈老師近期較大型的演出，將於今年六月，她在意大
利有跟小提琴合作的室內音樂會。

沈燕, 旅美鋼琴演奏家, Kawai藝術家，美國休斯頓大學
音樂學院演奏家文憑以及博士學位獲得者。在國內先後師從
朱元貞教授, 李楊教授, 趙曉生教授, 卡麗娜•波波娃教授，
陳婉教授。在美期間，沈燕師從 Timothy Hester，Abbey
Simon。赴美留學前，沈燕任教於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現任
休斯頓大學音樂學院客席講師，香港城市交響樂團駐團藝術

家，休斯頓北方交響樂團駐團藝術家，並任教於青島瓜奈裏
國際音樂節。

沈燕以鋼琴獨奏家及室內樂演奏家的身份活躍在世界
舞臺上。她的演奏遍布了多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包括紐約
卡內基音樂廳、摩爾斯歌劇院及室內樂演奏廳、萊斯大學室
內樂演奏廳、休斯頓沃爾澤姆中心、休斯頓龍星學院音樂廳
、休斯頓法國領事館、 休斯頓浸會大學音樂廳、香港大會
堂、荃灣大會堂、澳門演藝學院、廣州星海音樂廳等等。沈
燕也曾多次在各大音樂節上演奏，、哥倫比亞Bellas Artes
音樂節、 法國 Polyphony 音樂節、 瑞士巴塞爾音樂、 韓國
奧林匹克音樂節、加拿大Power River音樂節， 並長期受聘
為美國德州音樂節首席鋼琴。 她在國內外多所藝術院校受
邀舉辦獨奏會及大師課，包括 哥倫比亞 Bellas Artes 藝術學
院，美國印第安納州埃文斯韋爾大學，美國達拉斯西南浸會
大學，中國蘭州師範大學，廣州舒曼鋼琴學校及斯坦威鋼琴
中心等等。她同時以藝術指導的身份與各大樂團及歌劇院有
密切合作，其中包括休斯頓大歌劇院、當代歌劇院 Opera
Vista、加拿大歌劇院Opera on the Avalon，休斯頓交響樂
團合唱團、休斯頓Aura現代樂團、休斯頓芭蕾舞劇院交響
樂團弦樂四重奏等等。

與沈燕合作演奏過室內樂的音樂家包括：俄羅斯大提琴
教授Vagram Sarajian 、加拿大大管演奏家 Eric Varner 、 英
國單簧管演奏家 David Campbell、 臺灣小號演奏家 葉樹涵
、美國長笛教授Sydney Carlson 、 法國大提琴演奏家Lou-
is-Maire Fardet， 小提琴大師Marie Pallot 等等。合作過的
樂團包括有香港城市交響樂團，休斯頓北方交響樂團，星海

音樂學院交
響樂團等等
。

2015 年
5 月 沈燕出
版並發行古
典鋼琴獨奏
專輯 Fantasy
| Sonata | El-
egy, 世界頂
級樂評雜誌
《號角》（《Fanfare》在2016年發表了知名樂評人Hunt-
ley Dent 和Peter Burwasser對這張專輯的評論。這兩篇樂
評高度肯定了她對拉赫馬尼諾夫等三位作曲家的高難度曲目
演奏的“清晰、準確、適度和遊刃有余”，認為她演奏的美
國當代作曲家Roger Sessions的第三鋼琴奏鳴曲是“到目
前為止演奏水平最高、音樂表達最完美的演奏”， 並稱其
為 “一位卓越而嚴肅的音樂家” 。

沈燕曾參加並獲獎的比賽包括：美國Protége國際鋼
琴協奏曲比賽、廣州貝多芬國際鋼琴公開賽、北京第一屆國
際鋼琴比賽、北京 "宏藝杯" 鋼琴大賽等等。

沈燕2017-18演出季的音樂會包括受邀於香港中西區政
府文化部， 在香港市政廳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音樂
會上表演鋼琴獨奏； 與休斯頓北方交響樂團合作鋼琴協奏
曲以及與休斯頓交響樂團弦樂組合作多場鋼琴重奏音樂會，
以及湖南演藝集團主辦的“燕歸來”系列獨奏音樂會。

休士頓主流聖約翰私立學校高中部
學生參訪僑教中心歡慶元宵

（本報訊）在休士頓享有盛名的私立聖約翰學校(St. John
School)高中部中文班20餘位學生在老師賈景南及該校圖書館館
長Margaret Peg Patrick女士帶領下於2月28日參訪休士頓僑
教中心 「Splendor of Taiwan 臺灣文化導覽」 ，受到中心主任

莊雅淑、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及導覽志工團隊的熱烈歡迎。
莊主任表示希望藉由此次課外文化教學能讓大家開拓視野

，瞭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當日導覽志工張世勳僑務委員及陳逸
玲僑務促進委員為配合將臨至的元宵節，特別安排以多媒體投
影片向學生們介紹元宵節的由來及習俗，另外臺灣鹽水蜂炮、
平溪天燈等各具傳統特色的燈會短片，也讓學生們大開眼界，
此外猜燈謎更使氣氛熱鬧萬分，舉手搶答成功的同學還獲得僑
委會贈送的文具紀念品；最後學生們在志工邱秀春及邱佩冠的
指導下DIY紅包燈籠，簡易的製作過程讓同學們體驗到多元文
化的樂趣。
賈景南老師表示導覽內容豐富讓人驚豔，同學們也在寓教於樂
的課外活動中學習到具有臺灣特色的文化，並表示將導覽活動
的訊息帶回學校，讓更多參與不同文化俱樂部的學生們有機會
認識臺灣。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站者左一站者左一))、、休士頓私立聖約翰學校老休士頓私立聖約翰學校老
師賈景南師賈景南((站者左二站者左二))拿著紅包燈籠與參訪的學生們合影拿著紅包燈籠與參訪的學生們合影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左一左一))及鄭昭僑務諮詢委員及鄭昭僑務諮詢委員((
右一右一))歡迎休士頓私立聖約翰學校圖書館館長歡迎休士頓私立聖約翰學校圖書館館長MargaretMargaret
Peg PatrickPeg Patrick女士女士((中中))帶領學生們參訪臺灣文化導覽帶領學生們參訪臺灣文化導覽

臺灣文化導覽志工們指導學生製作紅包燈籠臺灣文化導覽志工們指導學生製作紅包燈籠

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

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老師彈奏的情景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老師彈奏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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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3 月 1
日，《中國新歌聲》美國唱區德
州承辦方舉辦了新聞發布會，宣
布休斯頓海選正式啟動！

《中國新歌聲》的節目前身
是2012年開播的《中國好聲音》
，從 2016 年 7 月 15 日起改名為
《中國新歌聲》，在中國浙江衛
視播出，導師有那英、劉歡、周
傑倫等一線大咖，是中國一檔著
名的選秀節目，在全世界範圍內
影響很大。

《中國新歌聲》美國唱區主
辦方是美國鷹龍傳媒，休斯頓承
辦方為美國飛龍傳媒，並得到了
美中電影電視發展基金會的大力
支持，基金會主席查忠華女士在
新聞發布會上發言表示，希望借
此次《中國新歌聲》美國唱區休
斯頓海選發現影視人才，致力於
打造國際一流電影電視文化娛樂
對接平臺，創建有國際影響力的
品牌項目，進一步豐富中美文化
交流與合作。查主席還提到了她
目前正在制作的中美合拍電影
《心無國界》，預告片已於近期
拍攝完成，由北京電影學院表演
系畢業的新生代小花李智雪擔綱
主演，有望沖擊國際電影節，是
美中電影電視發展基金會今年力
推的另外一個重點項目。

2018《中國新歌聲》美國唱
區休斯頓海選從 3 月 1 日起開始
報名！本屆《中國新歌聲》德州

海選，只在休斯頓設置一個海選
場地，德州前5名獲勝者將赴洛
杉磯參加全美總決賽，並有機會
被送往《中國新歌聲》中國總賽
區。在諸多音樂夢想家一決高下
的同時，還能得到著名音樂老師
的指點，讓您更近一步實現音樂
夢想。只要您年滿16周歲，華裔
或者是外國人擁有一口流利的中
文，擅長華語歌曲以及英文歌曲
，就可以報名！選手需提供以下
資料：3首流行歌曲，其兩首必
需為中文歌曲。 第一輪報名可
獲得協辦方的福利，報名截止日
期：2018年3月24日，第二輪報
名截止日期為2018年3月31日海
選當天。

請在網上報名，微信號：
ctm9018， 郵 件 ： ding-
lin198@gmail.com，3 月 31 日海
選地點在騰龍教育學院
（4835 HWY 6 Mis-
souri City TX 77459）
。

德州愛好音樂的朋
友請抓住這個機會，唱
響世界，實現夢想！

2018《中國新歌聲》美國唱區
休斯頓海選正式啟動！

紅紅的“酒糟鼻”
在寒冷的北美，時常可以看見一些人鼻子紅

紅的，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凍的。其實不然，那是
人們常說的酒糟鼻（酒渣鼻），醫學上稱：玫瑰
痤瘡。常見於鼻子及顏面中部，因毛細血管擴張
導致的慢性炎症皮膚病。35歲～50歲的成年人居
多，女性多於男性。多種因素都有可能誘發或加
重酒糟鼻，包括局部血管舒縮神經失調，毛囊蟲
及局部反復感染。食用辛辣食物、飲酒、冷熱刺
激、情緒激動、內分泌功能障礙等。但是，有些
女性因為常期化妝，由於某些化妝品含有微量激

素或重金屬，也會導致面部毛細血管擴張而形成
的丘疹或膿皰，類似於酒糟鼻樣皮炎，但不是酒
糟鼻。

酒糟鼻的防禦與治療：1.平時忌食辛辣、刺激
食物和飲酒，避免暴曬和過冷、過熱的刺激，避
免精神緊張，保持良好的心態和生活規律。2.局部
用藥：可外用能減輕紅斑丘疹、膿皰的消炎殺菌
藥。但大部分消炎殺菌藥都是激素藥，治標不治
本，使用過的患者都有體會。怎麼辦呢？有辦法
！請繼續往下看。

酒糟鼻的類型：
① 紅斑毛細血管擴張型：患

者有面紅的病史，表現為面中央持久
的紅斑。此與一般人群遇熱、運動後
或情緒激動後出現的暫時性紅斑不同
。紅斑毛細血管擴張型患者對外用製

劑的耐受力較低，通常有刺痛和燒灼感。
② 丘疹膿皰型：表現為面部中央的持久性

紅斑伴隨丘疹或膿皰，一般有面部潮紅的病史，
但遠較紅斑毛細血管擴張型患者輕微，通常無鱗
屑和皮膚粗糙感。

③ 贅生型：常繼發于紅斑毛細血管擴張型
和丘疹膿皰型，或與之併發。擴張的毛囊內含有
蠕形蟎和角蛋白。肥大性酒糟鼻是最常見的臨床
表現，鼻尖和鼻翼由於廣泛的炎症浸潤、結締組
織和皮脂腺增生肥大、纖維化等原因，常表現為

較大的結節狀、葉狀隆起斑塊，即鼻贅。
④ 眼型：眼部症狀主要表現為乾燥感、灼

熱、刺痛、瘙癢、光敏和視覺模糊等。瞼炎和結
膜炎是眼型酒糟鼻最常見的表現。患者亦常併發
脂溢性皮炎。儘管眼部病變的嚴重程度與面部酒
糟鼻的嚴重度並不一致，但眼部酒糟鼻的嚴重度
與明顯的面紅發生傾向彼此相關。（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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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中國新歌聲中國新歌聲》》德州賽區新聞發布會現場德州賽區新聞發布會現場

新聞發布會主辦方與評委合影新聞發布會主辦方與評委合影

美中電影電視發展基金會主席查忠華女士接受電視采訪美中電影電視發展基金會主席查忠華女士接受電視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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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第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第2222 屆屆
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下下））

28152815 取消取消（（ 與上同與上同 ）） 改放改放29262926
29262926：：
28062806：：
28112811：：
28152815：： （（ 取消取消 ））
28302830：：
28402840：：
28692869：：
28832883：：
29062906：：
29152915：：

本 秦本 秦
報 鴻報 鴻
記 鈞記 鈞
者 攝者 攝 貸款專家朱瑞薇貸款專家朱瑞薇（（ 左左）） 在園遊會上一展驚人歌喉在園遊會上一展驚人歌喉，，

並與地產開發專家王藝達並與地產開發專家王藝達（（ 右右 ）） 在會上巧遇在會上巧遇，，流流
露惺惺相惜之情露惺惺相惜之情。。

台下觀眾齊聚觀賞節目的盛況台下觀眾齊聚觀賞節目的盛況。。 盛大的舞獅演出帶動全場氣氛盛大的舞獅演出帶動全場氣氛。。

台上貴賓輪番致詞台上貴賓輪番致詞。。

節目開場時的歌舞節目開場時的歌舞，，從台上唱到台下從台上唱到台下。。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 中中 ），），頒獎給東北同鄉會會頒獎給東北同鄉會會
長張玉誠長張玉誠（（ 左左 ）。）。

台上精彩的歌舞大會串台上精彩的歌舞大會串。。

主辦人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主辦人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 左四左四
、、左三左三 ）） 與與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 」」 擺攤代表合影擺攤代表合影。。

「「王西安拳法研究會王西安拳法研究會」」 的張可良師父的張可良師父（（
中中 ）） 正在向主持人示範＂養生八式正在向主持人示範＂養生八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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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20182018年會年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20182018年年22月月1717日星期六下午五點至八點半日星期六下午五點至八點半，，假珍寳樓海鮮餐廳假珍寳樓海鮮餐廳 美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國華人石油協會20182018年會年會、、 財務長戴柏青財務長戴柏青、、 新會長張世曉新會長張世曉、、副會副會
長金虹就任新職長金虹就任新職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20182018 董事會主席董事會主席 李怡德李怡德 財務長戴柏青財務長戴柏青、、 新會新會
長張世曉長張世曉、、副會長金虹就任新職後與副會長金虹就任新職後與 臺北經文處科技組長游慧光臺北經文處科技組長游慧光
、、經濟組長徐炳勳合影經濟組長徐炳勳合影

陳家杰博士陳家杰博士 夫婦夫婦、、史大昌史大昌、、 馬龍馬龍 博士博士、、 李怡德李怡德 、、姚鳳北夫婦姚鳳北夫婦
在在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20182018年會上互相交流年會上互相交流

新會長張世曉與卸任會長陳家杰博士新會長張世曉與卸任會長陳家杰博士 將信物名家將信物名家
磁瓶磁瓶 乙只乙只移交移交

20172017董事會主席馬龍董事會主席馬龍 博士博士 將將 董事會董事會 信物信物 移交移交
給給20182018 董事會主席董事會主席李怡德李怡德

20172017董事會主席博士馬龍贈送紀念品給退修董事李新功董事會主席博士馬龍贈送紀念品給退修董事李新功、、傅衣健傅衣健，，
陳家杰陳家杰、、李怡德李怡德、、 張世曉觀禮張世曉觀禮

20182018 董事會主席董事會主席李怡德李怡德贈送紀念品給贈送紀念品給 20172017董事會主席馬龍董事會主席馬龍博士博士
，，陳家杰陳家杰、、張世曉觀禮張世曉觀禮

朱憲懷負責新會長張世曉與卸任會長陳家杰博士朱憲懷負責新會長張世曉與卸任會長陳家杰博士
監交監交、、並將信物名畫一幅一併移交並將信物名畫一幅一併移交

20182018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新會長張世曉夫婦歡迎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新會長張世曉夫婦歡迎
臺北經文處科技組長游慧光臺北經文處科技組長游慧光、、經濟組長徐炳勳與經濟組長徐炳勳與
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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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
宜和最新移民消息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認為應該將美
國作為永久居住地,通常在美國境外的時間不能超
過六個月.按照現有的政策,如果出境超過三個月以
上,入境時很有可能會在護照上加註.如果綠卡持有
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過六個月,最好要申請有效
期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外形很像護照，一般兩年有效。第二次申請通常一
年有效。九一一以後，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
過三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但持有
白皮書一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美國移民局於2008年3月5日公布對回美證
(Reentry Permit)的新規定。凡申請回美證(Reen-
try Permit)的人士，必須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
信息提取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查
。移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成此程序。
申請人應該至少提前兩到三個月提出回美證(Re-
entry Permit)的申請。有特殊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
證的申請人，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文件，
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移民法還要求在
遞交回美證的時候，申請人必須在美國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四到五個月,

但是來不及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
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文件:

1. 證明親屬關系紐帶：有家人或親屬定居在美
國的證明。 如配偶的工作證明,報稅證明,子女在美
國的上學證明,成績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國的雇主證明
，美國生意的執照等，報稅紀錄等。如果離開美國
的理由是被美國公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件和
薪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所有權證書，
房屋貸款證明，銀行流水，信用卡使用紀錄，會員
證，車輛的所有權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險，健
康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與動機：如離
境半年以上，是否有回美證。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
此次長期離境的特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病，照
顧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超過一年，

又沒有有效的回美證，怎樣才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
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因的證明材料。
例如，如果因健康的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需提供
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例如病歷、醫院證明等。所
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果是因直系親屬健康
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須提供該親屬所有相關的醫

療記錄和親屬關系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申請人面談。這一
輪的面談只是決定是否符合申請回美簽證的要求。
如果領事決定合符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會寄一個
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下來需要等待第二輪的
面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的所有材料後做出
決定。在兩輪面談中，都必須有證據證明逾期逗留
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法控制的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移民政策

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
民排期日趨冗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
時間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對現有非移
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派專人去學校，工作
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況
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全一致。一旦發現有任
何不實情況，馬上取消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
申請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
外，美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
信息要求和審查力度。

2. 越來越多的H-1B工作簽證申請也面臨著
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據最新統計數據， 2017年
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件通知，也被簡稱為
RFEs） ，較2016年同期增長了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過的新內容。與川
普總統一直呼籲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相呼應
，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H1B一級工資相
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鑒於H-1B申請中所描述
職責的復雜程度, LCA中提交的“一級”工資不符
合要求。 “一級”工資標準適用的情況是初級工
作的內容。而申請的工作復雜程度超過了勞工部規
定的“一級”工資標準中提到的“初級”工作內容
。而如果工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業
職位”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機向申請人發出一
個明確的訊息，往後的H-1B簽證申請最好還是以
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請。

3. 移民局於10月23號公布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日起以審查
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的政策
，在審理H-1B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如果和初次
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準申請。移民官只
有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新問題的情況下，
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因此H1B延期相對而言比
較容易。而在新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
新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4. 美國移民局10月12日宣布，對I-129申
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交至
對其公司總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心。
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H-1B及L-1工作簽證。在
此之前，I-129申請的提交地點取決於受益人的實
際工作地點。另外，弗羅裏達州、喬治亞州、北卡
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的I-129申請轉到加州服務

中心處理。
5. 美國移民局於10月3日宣布，恢復所有類

別H-1B申請的加急處理服務。
加急處理服務（premium proces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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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也可能是需要補件。直
接拒絕的情況鮮有發生。

6. 2018年2月份的排期表，親屬移民申請人
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申請人
只可以用慢表(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

7.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員，必
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
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
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找工作
。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
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
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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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川普總統8月2日周三發表正式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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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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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綠卡抽簽計劃。采
取類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積分制”，註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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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月3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將嚴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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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將針對雇傭H-1B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作地
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H-1B。3月31日，移民局取
消了計算機程序員（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機程序員這一
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
關專業的申請人申請H-1B工作簽證設立更高門檻
。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H-1B工作簽證的現狀頗
有微詞，上任100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H-1B工作簽證的難度

估計會越來越高。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

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
。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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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臺調頻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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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法律節目的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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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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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
00AM-5:00PM, 周六:10: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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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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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國誠 醫學博士  David He, MD, PhD     
www.dr-hw.com 網絡咨詢， 免費登記， 網上預約候診。

ABMS Board Certified: ABPM, ABNM

皮膚病， 眼耳鼻喉， 呼吸道，泌尿道感染；各種常見慢性病的
藥物治療與監控，包括肥胖癥, 失眠, 維生素 D不足, 貧血，甲狀腺
疾病，胃食管反流，糖尿病, 高血壓，高膽固醇，慢性阻塞性肺
病, 前列腺疾病 和骨質疏松；健康體檢，體育體檢，疾病預防。

電話：832-640-6603
診室：10333 Harwin Dr. Ste 530 I, Houston, TX 77036

主 

治

D03FA-HE, DAVID 何國誠醫師6B_8

（ 可接受信用卡，支票 和 Paypal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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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堯恩舉辦冰雪滑道大賽瑞士堯恩舉辦冰雪滑道大賽，，選手們乘雪橇從滑雪斜坡上飛馳而選手們乘雪橇從滑雪斜坡上飛馳而
下下，，沖進斜坡上開鑿的水池滑行沖進斜坡上開鑿的水池滑行，，滑行最遠的選手即可獲勝滑行最遠的選手即可獲勝。。

男子打造船屋遊歐洲男子打造船屋遊歐洲 船內船外都是美景船內船外都是美景

3333歲的攝影師歲的攝影師Claudius SchulzeClaudius Schulze來自德國漢堡來自德國漢堡，，他和朋友他和朋友Maciej MarkowiczMaciej Markowicz造了壹艘船屋造了壹艘船屋，，兩人從漢堡壹路航兩人從漢堡壹路航
行至巴黎行至巴黎。。這艘木制的船屋在歐洲各海峽這艘木制的船屋在歐洲各海峽、、江河航行江河航行，，帶著他們結識了各樣誌同道合的朋友帶著他們結識了各樣誌同道合的朋友，，也有機會欣賞到無與也有機會欣賞到無與
倫比的美景倫比的美景。。這艘船屋有著巨大的玻璃窗這艘船屋有著巨大的玻璃窗，，讓人可以在屋內欣賞迷人美景讓人可以在屋內欣賞迷人美景，，同時同時，，它還有壹個陽臺它還有壹個陽臺，，不僅可以在陽不僅可以在陽
臺上養花花草草臺上養花花草草，，還可以放置吊床曬太陽還可以放置吊床曬太陽，，並且還懸掛著壹個迪斯科舞廳的閃光燈球和壹個肥皂泡泡機並且還懸掛著壹個迪斯科舞廳的閃光燈球和壹個肥皂泡泡機，，星期日船星期日船
屋裏會舉辦迪斯科舞會屋裏會舉辦迪斯科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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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降速門”手機電池缺貨
信號問題維修難免費

兩個多月時間，蘋果手機接連爆發

了“降速門”和“信號門”事件。後續

蘋果公司公告稱，受“降速門”影響的

手機可優惠價換電池，部分出現“無服

務”問題的機型也可免費維修。可“實

惠”真有這麽容易到手嗎？記者進行了

調查。

電池供貨最早要到3月末
“降速門”事件爆發後，蘋果官方

公告顯示，其官方維修點都可提供優惠

價換電池服務，換電池價格為 218 元

（目前已經調整至217元），比原價608

元降低了390元。

早在1月底，蘋果客服稱，優惠價

格換電池服務1月份就開始了，全國範

圍內蘋果官方維修點都可免費檢測，立

等可取，大概1小時就可換好。

但近來，李女士對記者反映，根

本就沒有電池，電池現在為缺貨狀態

。李女士給中新網提供的資料顯示，

蘋果售後郵件內容顯示“iPhone 6 Plus

目前的交付周期較長，因為這款iPhone

已經停產，電池更換件將在3月末或4

月初供貨”。

北京地區某蘋果售後店接受中新網

記者采訪時表示，優惠價換電池需要預

約排隊，年前（2月16日前）預約換電

池的用戶就排到三四月份了，至於何時

可供貨，他們也不知道。

“我們沒有貨（電池），這意味著

北京地區的其他蘋果售後店也沒有，因

為都是同步供貨的。”上述蘋果售後店

表示。

不過蘋果公司相關負責人接受中新

網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大部分的料件

都是可以充分供應的；另外消費者也有

足夠長的時間來享受這項服務。蘋果官

方公告顯示，優惠價換電池服務從2018

年1月底持續到12月。

過保修期則不能免費維修？
除了換電池，在處理“信號門”問

題上，也有消費者反映，尋求免費維修

時遇到阻礙。

2月初，蘋果公司確認，由於主板

上的某個組件發生故障，壹小部分

iPhone 7 設備可能會在狀態欄中顯示

“無服務”（即使在蜂窩移動信號覆蓋

範圍內）。

蘋果稱，中國內地有故障的型號為

A1660, A1780，如果妳的設備出現上述

癥狀，Apple會免費維修。

研研（化名）在得知該消息後，突

然想到她老公的iPhone 7經常出現類似

問題。“我老公的手機此前經常會出現

無服務的情況，由於工作忙，手機也將

就著能用，就沒有及時去檢修。”

在確認手機型號為A1660後，2月10

日下午，研研來到蘋果西單大悅城店，

該店為蘋果官方維修服務中心。研研接

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稱，在該店，她

說明相關問題後，蘋果售後工作人員

確認了該手機過了保修期後稱“偶爾

無服務不在免費檢測範圍，除非是壹

直無服務”。

研研還表示，當時工作人員稱，如

果現在要維修，必須交費返廠，且不可

以免費檢測。

據蘋果官方公告顯示，為受影響的

iPhone 7設備提供保障，有效期限為自

設備首次零售銷售之日起兩年。

據了解，iPhone 7為 2016年 9月份

發售，所以從時間上按此推算後移兩年，

原則上，目前只要滿足蘋果公告中的受

影響機型和生產日期條件，都可享受免

費維修，且不論是否過了保修期。

免費維修不只看型號
對於符合型號但無法免費維修問題，

記者電話聯系了蘋果西單大悅城店，有

工作人員表示，A1660是壹個很大的批

次，具體哪些設備可以免費維修，只有

經過他們檢測後才能確定。並稱，消費

者帶來符合相關型號的手機都會免費檢

測是否符合免費維修條件。

蘋果官方公告顯示，受影響的設備

生產日期在2016年 9月至2018年 2月之

間。不過上述工作人員表示，他們不看

生產日期，工程師具體檢測什麽他們也

不得而知，但只有他們能檢測，檢測後

才知道是否在免費維修範圍內。

壹部iPhone 7，其生產日期普通消費

者根本無法得知，具體要檢測什麽，這方

面是否有更透明的信息？對此蘋果官方相

關負責表示，因為iPhone序號相關內容都

是客戶隱私，所以建議有此類問題的消費

者還是通過官方渠道先行檢測。

蘋果上述負責人還強調，每個個案

實際情況不同，如果消費者的設備出現

此類情況，Apple會免費維修，但在提供

任何服務之前，技術人員會先檢查

iPhone，以驗證設備是不是符合這項計

劃的條件。

2018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中國數字化技術風頭盡顯
綜合報導 2018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MWC）2

月26日-3月1日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今年的大會

主題是“Better Futrue”，意為“更好的未來”。

本次大會，眾多新零售、新制造、城市大腦等領先

世界的中國數字化技術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中國企業阿裏雲在大會上發布了8款雲計算和

人工智能產品，包括圖像搜索、智能客服雲小蜜、

大數據PaaS產品Dataphin等。

華為則推出了全面屏筆記本產品MatebookX

Pro，也綜合展示了其在5G、人工智能、無人駕駛

等方面的技術創新。

小米和阿裏雲開始了MWC的破冰之旅。小米

通過在巴塞羅那開辦第壹家西班牙小米之家的方式

亮相。據介紹，在西班牙最受消費者歡迎的小米手

機是小米A1。

以阿裏雲為例，阿裏雲其實並非傳統意義上的

通信企業，但雲計算已經成為通信行業升級的推動

力，5G通信也將與雲計算相互推動。

“中國正在進入數字化轉型快車道，新四大發

明、新零售、新制造、城市大腦等經驗和技術都可

以為世界提供借鑒。”阿裏巴巴集團歐洲區總經理

馮必睿（Terry von Bibra）在發布會上表示。

研究機構Gartner數據顯示，阿裏雲在全球市

場份額排名第三，僅次於亞馬遜和微軟。全球

“3A”陣營中，阿裏雲保持最快增速，去年增速

達到了126%。

“我們今天發布的8個產品，背後其實展現的

是中國企業阿裏雲服務全球市場的數字技術能力。”

阿裏雲全球業務總裁王業明說，“如今，阿裏雲在

全球市場18個地域開放了42個可用區，為全球數

十億用戶提供可靠的計算支持，是亞洲規模最大的

雲計算平臺。”

此外，MWC大會向來是智能手機的主戰場。

本次大會，無線充電已成新智能手機的標配，繼蘋果

iPhoneX采用無線充電之後，三星、索尼、諾基亞等

在大會上發布的最新手機均搭載無線充電應用。

有專家預計，2020年，無線充電接收端出貨量

可達10.96億部，行業復合增速有望超過50%，國

內產業鏈相關公司有望受益。

“幸之在華，親歷前沿。”谷歌大中華區總裁

石博盟（Scott Beaumont）不久前在 Think with

Google年度峰會演講中表示。谷歌高管如此感慨，

正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數字技術領域的領頭羊。

領先的中國數字技術企業，已不滿足於國內市

場。王業明表示，阿裏雲再度角力歐洲市場。2016

年，阿裏雲歐洲大區正式開放運營，同時與沃達豐

達成戰略合作；2017年，阿裏雲與英國國家氣象局

（Met Office）聯合舉辦的氣象AI大賽正式啟動。

此後不久，又宣布和芬蘭科技公司Eficode達成戰

略合作，進壹步豐富在芬蘭、瑞典、丹麥等北歐市

場的產品布局。

在本次MWC大會上，中國企業比之前更加聚

焦。比如華為以5G為中心，在5G所能影響到的無

人駕駛、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方面進行前瞻布局；

聯想攜眾多產品重磅亮相YOGA73013全球首發，

聯想與中國移動研究院聯合研發的5GC-RAN軟基

站驗證樣機，首次實現了跨節點、多虛機的5GCU/

DU設備雲化方案，同樣備受世界關註。



BB1414中美論壇
星期六 2018年3月03日 Saturday, March 03, 2018



BB1515廣 告
星期六 2018年3月03日 Saturday, March 03, 2018



廣 告 BB1616

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

• 无合约 • 不查信用Lycamobile.com • 1.866.277.3221

如果用戶每月使用超出32GB的流量，其中3％客戶的流量使用速度將會被减慢.

限时优惠. 计划在30天后到期. 监管费用将适用于在Lycamobile.com上进行的购买和自动更新. 计划，费率和服务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并且
不适用所有地点或所有手机.

*

 无限 通话和短信到

中国

买三送一！
赶快行动 

全新

*

包括通话和短信
网速

全美无限上网

星期六 2018年3月03日 Saturday, March 03, 2018


	0303SAT_B1_Print
	0303SAT_B2_Print
	0303SAT_B3_Print
	0303SAT_B4_Print
	0303SAT_B5_Print
	0303SAT_B6_Print
	0303SAT_B7_Print
	0303SAT_B8_Print
	0303SAT_B9_Print
	0303SAT_B10_Print
	0303SAT_B11_Print
	0303SAT_B12_Print
	0303SAT_B13_Print
	0303SAT_B14_Print
	0303SAT_B15_Print
	0303SAT_B16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