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8 年 5 月 19 日 星期六
Saturday, May 19, 2018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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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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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方脈
仁濟中醫針灸
仁濟中醫針灸 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
跌打 推拿 中醫男女專科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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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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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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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
﹑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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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代煎中藥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 煌 廣 場 內）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廣 告
星期六

2018 年 5 月 19 日

Saturday, May 19, 2018

B2

休城社區
星期六

2018 年 5 月 19 日

Saturday, May 19, 2018

B3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座談台灣政局
---- 如何使政府變聰明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關心台灣政局的
僑胞，於周日（5 月 13 日） 下午出席了一場由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 中國國民黨休士
頓分部）所辦的由前內政部長李鴻源的講座：
「如何使政府變聰明 」，李前部長以身在台灣
近距離觀察及感受，說出了整個台灣非常不安
，國家沒有方向的窘境，令所有在場的僑胞聽
後心情沈重不已。
中山學術會會長唐心琴首先在座談會開場
時致詞： 蔡政府不但無能且霸道，使台灣政局
動盪不安，身在海外，心繫台灣，今天由國民
黨中評委葉宏志出面邀請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前
來為我們做專題講座。當天出席的國民黨中評
委還有林國煌、黄泰生等人。
葉宏志中評委介紹李鴻源前部長現為台大
土木系水利組教授，曾任省政府 「水利處」 處
長，及中華民國內政部長等職。葉宏志說： 民
進黨政府用 「民粹 」 治國，又把手伸入教育
、大學內，令人不能容忍，發出抗議的聲音。
李部長的專長是 「水利 」，他這次來休士頓，
也將演講 「休士頓如何重建？」
李鴻源部長回憶他上次來休士頓是 1986 年
，後來他又回台大教了 32 年的書。期間，他在
1997 年擔任台灣省政府水利署署長，後來李登
輝為打擊宋楚瑜，實行 「凍省 」-- 省與中央
合併，這如同一個人，把頭留著，把四肢都砍
掉了。李部長說： 今天台灣的民主氛圍，是地
方諸侯坐大，部長權力限縮，國家沒有方向。
好久以來，台灣已無法作中、長期規劃。當年

蔣經國時代孫運璿、李國鼎為台灣打下的基礎
已被用磬。台灣 23 個縣巿，不大不小，無法作
規劃。城市定位沒有，國家定位也無。李部長
說： 現今台灣最大的危機是 「淺碟化 」！媒
體基本上都被收買，輿論被政府掌控，整個台
灣可說是非常不安。二千三百萬人口，就有六
都。其中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住在桃園以北。
台灣 70% 的大學生出自台北，新北，（ 因為鄉
下沒有才藝班，補習班）。李部長表示： 800
萬的人口集中在台北非常危險，台北上次大地
震是康熙 33 年，300 多年前，如地震 6.2 級，將
有 4 千棟的房屋倒塌，如果是 7.3 級，將有三萬
五千棟的房屋倒塌。中華民國把所有的雞蛋放
在一個籃子裏。我們太 「政治化 」了，所有的
東西用 「民粹 」 在炒作，油價、電價、水價
不能談，我們 99.7% 的能源靠國外進口，補貼
以財團最多。 「台大 」 我們的國際排名繼續
往後掉。台灣的國力在往後掉，產業到最後被
迫離開台灣。
李部長說： 今天台灣最大的困擾是缺水
20 億噸。水價一度七元（ 政府貼 20 元），全
台地下水管漏水率 3 成，一年漏掉兩座翡翠水
庫。因此，每家要在頂樓蓋水塔，都要花 20，
30 甚至 40 萬。李部長說： 我在內政部時，水
利署每天回收汚水 30 萬噸，應把全部汚水回收
，再利用。李部長說： 光是中國大陸就有十兆
市場，但我們賺不到，以色列和新加坡現在是
全世界水回收最大輸出國。台灣的立法精神：
公務員沒有想像力，比較台、新兩國的公務員
，台灣像衙門，新加
坡像企業，尤其陳水
扁時代的 「去中國化
」，讓我們在亞洲沒
有競爭力。新加坡每
周 32 節中文課，台灣
的 「小學」 每周僅六
節中文，現在追加二
節課，每周上八節中
文，還要追加 7000 萬
至 8000 萬 預算，且上
課時把中國史和亞洲
史擺在一起，所以現
在小孩是 「天然獨」
，自認為 「台灣人」
！ 鄭成功現在也不拜
了，台灣年輕人的
「史觀」，認為鄭是
圖為李鴻源部長（
圖為李鴻源部長
（ 右立者
右立者）
） 演講會現場
演講會現場。（
。（ 記者秦鴻鈞攝 ）

中國的侵略者，台灣中、小學生歷史、文學教 人在大陸。十年後他們的小孩變成真正中國人
，台灣什麼都沒有。李部長提到 「台塑」 到越
育最關鍵的就是 「天然獨 」！
李部長說： 民進黨下的招都非常狠，精準 南建廠，花了 300 億美金，最近被越南政府罰
。如民進黨政府將 「軍公教」 年金砍掉了。三 了五億美金？李部長說： 我們憑什麼南進？政
十年前我簽約時，有提到退休金是薪水九成， 府失職，藍、綠都一樣。在越南，台商賺了很
如今 30 年後，一砍，薪資僅剩六成，（ 六萬元 多錢，如今卻被迫離開越南，搬到柬埔寨、緬
？我如何生活？） 李部長說： 公務員的退休金 甸、非洲去。
雖然一大堆不好消息，但李部長仍不諱言
是我們每年從口袋內存錢進去，都是我們自己
的錢。因此，台灣大學現已找不到教授，40 至 ，台灣的國力是好的，台灣的體質是好的，老
50 歲教授被挖走，大學教育徹底被摧毀。公務 百姓教育素質高，但到了 2025 年，65 歲以上老
員，怠惰，50 歲退休，生活馬上出問題，因此 人達 447 萬，平均每 3.3 人養一老人。 「少子
，大家都不敢退休，台灣馬路上常出現 60 歲的 化 」 現象，當年台北市學生人數最多的 「老
警察在抓 18 歲的小偷。 「年金改革 」 把整個 松國小」有學生二萬人，如今全校僅有學生五
公務體系徹底摧毀。國家行政效率怠惰。李部 百人。平均 1.7 個年輕人養一個老人。整個社會
長也提到台大管中閔事件，管是他初中同學， 都是 「外勞 」 在支撐。退休制度再過十幾年
高中是 「建中 」 他隔壁班，後來唸 UC 聖地牙 ，整個退休制度破產，這是不論藍、綠都要去
哥，發憤圖強，成為台灣最年輕的中研院院士 面對的問題。
李部長在回答問題時表示： 如今台灣藍、
。這次台大校長選舉，幾個派系角力，變成他
當選，而民進黨想推出的人沒當選。他們賭輸 綠黨員僅 6% ，台灣民眾對 「政黨」 很厭惡，
了，就掀桌子。李部長說： 根據 「大學法 」 這對 「國民黨」 是很大危機，所謂 「柯文哲
選出來的就要 「依法行政 」，現在很慘，台大 現象」！他為什麼當選？我們要跳出 「國民黨
沒有校長 ，校務空轉下去，重大的人事案沒法 」 的思維，否則國家也不會有救。他有二大願
任命。今天的政府，可以不承認法律付予它的 望：（ 一 ） 組一 「智庫」。而 「智庫 」 的第
任務。譬如廢 「核四 」，花七千億建的，現在 一難題是 「錢」，（ 二 ） 白色的力量： 台灣
說廢就廢，美國人收回去，又要花七千億。如 的人不能再談藍、綠，我們今天在談的是 30 歲
今，電不穩定，水不穩定，大企業被迫離開台 以下那一群人。
灣。現在中、南部又
要蓋輕軌，要花四千
億。而歷史證明，任
何運輸系統只要離開
台北，每年都會賠錢
、貼錢，高雄市政府
負債 2900 億即其一例
。李部長說： 南部輕
軌，四千億的工程完
成後，台灣將掉到很
嚴重的危機。台灣天
天吵 「南進」，李部
長說： 你不 「西進」
，如何 「南進」？你
不與中國大陸保持友
善關係，台灣如何走
出去？
李部長說：台灣
2300 萬人口，如今只
會長唐心琴（
（ 左 ）接受李鴻源部長
接受李鴻源部長（
（ 中 ）所著的
剩 下 2100 萬 人 ， 200 圖為 「 中山學術會 」 會長唐心琴
書
「
臺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
臺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
」
，
旁為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
旁為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
（
右 ）。（ 記
萬 人 跑 出 去 ， 200 萬
者秦鴻鈞攝）
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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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18年慶祝成立15週年暨
春季學期結業典禮 學習成果展覽溫馨成功舉行

桃、李如蘋。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致詞，
她首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陳家彥夫婦、施建志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恆豐銀行董事長創辦人吳文龍先生、美南
旅館公會前會長吳國寶、張榮森，107 年雙十
國慶主任委員嚴杰夫婦等貴賓們參加休士頓台
灣松年學院 2018 年慶祝成立 15 週年暨春季學
期結業典禮。她感謝，黃董事逢春兼行政副院
長於 5 月 12 日（上星期六）來學院整理清潔及
油漆教室為學院慶祝 15 週年佈置煥然一新。她
謝謝許多的支持者董事老師義工學員多年來的
支持與協助，從 2003 年獲得州政府立案創校至
今 15 年為社區鄉梓提供教育平台，董事會始終
在為建立一所更好且永久的校舍而努力，希望
透過主講嘉賓吳文龍的銀行業經驗分享，讓松
年團隊再創新機更成長茁壯，特別是解決松年
教育事業發展面臨的資金問題，她也期許未來
能很快就有松年的新家。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感謝松年團隊 15 年
來致力推廣台灣文化
，及為僑社無私的奉
獻。僑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感謝松年學院這
15 年來配合與支持僑
務所做的活動與展覽
。許勝弘院長介紹主
講嘉賓吳文龍，特別
感謝他長期的捐款贊
助與支持。恆豐銀行
董事長創辦人吳文龍
先生作主題演講，他
在演講中提及松年學
院的宗旨 「愛心、關
心、服務」，吳文龍
董事長表示，恆豐銀
行將每年提供 5，000
美元贊助松年學院發
展校務。他講述個人
求學經歷，如何在異
陳美芬董事長與許勝弘院長於 5 月 17 日贈送松年學院牛仔帽紀念品
及學院 15 週年特刊給主題演講恆豐銀行董事長創辦人吳文龍先生
週年特刊給主題演講恆豐銀行董事長創辦人吳文龍先生。（
。（記
記 鄉受到前輩幫助，及
事業穩定有成之後，
者黃麗珊攝）
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2018 年慶祝成立 15 週年暨春季學期結業典禮
學習成果展覽於 5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20 分 ， 在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104,
Houston,TX.77036 的該院溫馨成功舉行，由游
雲真老師司會，黃淑文老師序樂，陳錦綉董事
敲鐘，張文雄牧師演唱美國國歌並領唱院歌，
與會人士齊念宗旨，王順吉牧師作開會禱告，
陳祇盛學聯會長致歡迎詞並分享 2 個笑話，大
家開心的笑，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合唱團在詹
硯文老師伴奏下精彩演唱 「勿忘我」，陳由美
老師作草月流的插花表演，學員許俊欽、羅瑞
瓊、王瑪莉、許勝弘院長、蔡凌恬老師作橫笛
表演 「Star Chase, How Great thou art」。全體
會眾追憶 15 年松年家人.徐宏祥、程進才、王
燦麗、楊雪娥、許王買、吳漢川、Prof.La Verl
Daily、滕鈞宜、陳介山、陳繆宜妹、陳黃妲、
王懷諭醫師和王黃碧白夫婦、謝玉英、李陳玉
瑛、戴添喜及張進對夫婦、鄭清海、朱孝貞、
王隆武、莊麗香 LeeShan Chuang Birney、潘美

發揮同胞相互扶持與服務僑界的精神，回饋社
會。與大家分享他遇到愛與關心的故事，令人
印象深刻。
林得勝前學聯長主持十五週年慶，音樂組
曲台灣民謠組曲黃詩婷老師鋼琴伴奏、簡韶芹
老師中提琴演奏、女高音詹硯文老師精彩演唱
「快樂的出航，思慕的人，淡水暮色」，獲得
與會人士熱烈掌聲，廣受歡迎。
陳美芬董事長與許勝弘院長致贈松年學院
紀念品給主題演講恆豐銀行董事長創辦人吳文
龍先生。接著許勝弘院長作了 「感恩 15 年」致
詞，時間過得真快一瞬間過了 15 年，假如是年
輕的學子他們必定在這 15 年間非常努力為著學
業，事業光明的前程雕琢自己的未來設定目標
以期達到 「夢想成真」。而我們是一群退休的
人也在這 15 年間雕琢自己希望使生活更加充實
美麗。有的為他們年少失學卻在日落西山的時
候重溫他的舊夢，修完學院規定的學分獲得榮
譽學士學位。有的為他們的追求學位卻對他們
年少時的興趣繪畫在松年學院重拾畫筆，畫出
一片天地美麗的色彩點，多姿多采的人生。許
勝弘院長說明，松年學院是一個 「終身學習的
地方 Lifelong Learning」， 「追求豐盛的生命，
全人（身心靈）的健康生活。活到老、學到老
」的平台。學習讓我們更加敞開我們的心接受
新的資訊，明白我們的身心靈需要就能更加
「安心」。 「安心」從吃的方面遠離一些化學
和高膽固醇的食物，這樣對身體健康有所幫助
。對居住之地的安全裝設電子系統來保護使我
們 「安心」。這些都是 「安心」使人能 「安心
」的生活是每個時代的基本幸福要求。來松年
學院學習的長輩之兒女更應該 「安心」他們的
父母在這裏學習的環境來感恩，用行動（出錢
出力）來支持學院，實際上他們是受益人，使
他們的父母活得更健康，生活更充實，更有情
趣的 「安心」不是嗎？我們從 「安心」可以讓
自己學習有顆真正平安與喜樂之心，不必隨著
外界的風起雲湧而驚慌 「安心」與 「提心吊膽
」是一線之隔。 「安心」是有如孩子放心交託
給父母就無憂無慮。另外 「安心」是讓我們勇
於面對一切的困難，每一個人都會有多有少許
的困難，但我們決不會孤單無助， 「天生我才

必有用」它是面對困難的勇氣與能力。最後
「安心」是要自己學習好好的默想（Meditation),無論您是否有宗教信仰，默想是心靈安靜
的沉思藉由禱告，讀聖經或是古代人的人生哲
理使您心靈安靜下來享受真正的 「安心」。當
我們面懷過去飛逝的 15 週年，一些追憶都留在
記憶裡。記憶使我們鼓起勇氣去面對未知的許
許多多明天，我們正像一塊未經雕琢的石塊要
經千錘百鍊的敲打才能成為一塊寶石。我們永
遠與時間同時進行賽跑，請 「安心」無論如何
學習有勇氣和能力面對一切困難，您會像麥克
阿瑟將軍說 「我不虛度此生」。
松年學院慶祝成立 15 週年，學員參加 10
年以上目前乃註冊上課者由陳美芬董事長與許
勝弘院長頒授榮譽證書 「終身學習獎」以資鼓
勵：羅簡月省，陳錦綉，游雲真，張洋紫，王
貞慧，林得勝，蘇方惠珍，羅錦燦，蘇大森，
李和美，郭美枝，王淑華，陳月鶴，林麗玉，
李順連，尤文芳。凡學員參加 5-10 年目前乃
註冊上課者由陳美芬董事長與許勝弘院長頒授
榮譽證書 「優等學習獎」以資鼓勵：阮德如，
楊詹純，崔蔣莉莉，陳丹蓉，陳祇盛，林以文
，呂英道，崔宇新，雲大堯，劉美珠,王明哲，
謝兩參，連淑琴，潘如鈺，黃皓瑛，楊永芳。
教學獎：游雲真，王麗純，黃詩婷。秘書：陳
秋喜。
許勝弘院長作學院報告，我們在 5 月 5 日
（六）HBU 舉行 2018 Benefit Concert 慶祝學院
設立 15 週年募款音樂會，謝謝許多的支持者董
事老師義工學員等合作參與使這次音樂會圓滿
成功。學院 15 週年發表刊物在學院春季結業典
禮 5 月 17 日（四）出版，謝謝主編謝同醫師與
編輯委員黃燦琴老師，陳董事長許院長熬夜校
稿付梓於本週四（5/17）今日出刊，會後分發
希望每戶一本為原則。暑期班時間從 6 月 11 日
（一）開始到 8 月 9 日（四）結束，課程有
Mon 合唱課，氣道書法。Tue 西班牙文，插花
。Wed 西班牙文（初），橋牌。Thurs 西班牙
文，油畫。註冊費$100.00。即日起希望踴躍報
名參加。在賴忠智牧師祝禱後，與會人士共進
午餐，享有美食，大家度過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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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及副處長林映佐於 5 月 16 日(周三
周三))上午在中
華民國僑務咨詢委員陳美芬和夫婿前旅館
公會會長陳清亮夫婦的陪同下前往位於休
士頓華資銀行之一的美南銀行總行拜訪董
事長李昭寬先生。
事長李昭寬先生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及副處長林映佐於 16 日的
參觀美南銀行時與董事長李昭寬、
參觀美南銀行時與董事長李昭寬
、董事黃泰生
董事黃泰生、
、前旅館公會會長陳
清亮、
清亮
、中華民國僑務咨詢委員陳美芬
中華民國僑務咨詢委員陳美芬、
、銀行公關莊幃婷合影留念
銀行公關莊幃婷合影留念((記
者黃麗珊攝))
者黃麗珊攝

在當日參訪中，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
寬除親迎接待外，並與董事黃泰生全程陪
同陳家彥處長等人參觀及解說銀行內部各
部門營業性質。由於董事長李昭寬與處長
陳家彥等人相談見歡。董事長李昭寬特別
在會談中也簡單介紹了自己當年移來美後
，如何創業經營旅館，與隨後專業營造旅
館和美南旅館公會間創會的由來，及 21 年
前 1997 年美南銀行的籌備創行的經過。
中華民國僑務咨詢委員陳美芬和夫婿
前旅館公會會長陳清亮夫婦對於董事長李
昭寬與美南銀行長年支持美南旅館公會和
僑社的各項活動給予極大讚賞和感謝。
臨行前，處長陳家彥也特別邀請董事
長李昭寬於 5 月底一起前往中南美洲的參觀
訪問 (Member FDIC)

Saturday, May 19, 2018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
慈濟德州分會健
康日

日期：2018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9:30AM-NOON)
TAIWAN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 靜思堂
SOUTHERN REGION
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TO:
NEWS MEDIA
預防重於治療!!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不要忘了為我們的健康起而行
慈濟基金會人醫會將於 2018 年 5 月 20
星期日上午
09:30 – 中午
From:
慈濟德州分會
舉辦今年度春季免費社區健康日活動. 主辦單位請到了社區術德兼修的各科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日
醫師諮詢; 心臟科醫師 豐建偉, 施恵德; 懇請刊登
家庭/內科醫師,汪家成,
曹有餘,陳正德,
附件新聞稿，並請撥駕蒞臨指教。
Huy Le ; 高血壓, 腎臟科醫師 謝春; 風濕病科醫師, 莊仲安; 眼科 Dr. Hoa To; 脊骨
日期： 2018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神經科/幹細胞疼痛療法 陶慶麟醫師; 牙科醫師
Ted Sheng; Susan Yang, 中醫/針
時間：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9:30AM-NOON)
灸醫師 Ellen Huang, 物理治療師林婉貞; 地點：
藥劑師王佩榮;
社會服務
慈濟德州分會中醫師桑玫；
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諮詢 周宏 。 在醫師諮詢之前主辦單位請到了 H.E.B.
藥劑師
Stephen
Au, 十多位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註冊護士為大家量血壓,血糖, 膽固醇 檢測, 量身高, 體重 , 身體質量指數(BMI )
做為諮詢前數據的參考.有關的健康教育. 光鹽社在場提供
C 肝炎檢測,大便潛血
預防重於治療!!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不要忘了為我們的健康起而
檢查,乳房攝影登記.需要肺炎預防注射的民眾請帶保險資料(卡). 主辦單位也提供
為參加健檢者頭髮義剪, 它會讓你看起來更年輕和漂亮.
主辦單位為了與健檢者
慈濟基金會人醫會將於
2018 年 5 月 20 星期日上午 09:30 – 中
結緣也準備了一些結緣品，期待與您共同守護健康。
舉辦今年度春季免費社區健康日活動. 主辦單位請到了社區術

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學
會 2018 年春季活動集錦

4 月 7-8 日楊老師學生胥帆、梁揚燕和林小導，參
加休斯敦宏武協會主辦"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其
中胥帆、梁揚燕兩人參加五項比賽,獲得兩枚金牌、兩
枚銀牌，並同大賽主辦人吳而立大師、羅莤莉大師,主
裁判胡鄰大師分別合影!同時在 4/8 日演武大會上,胥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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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醫師諮詢; 心臟科醫師 豐建偉, 施惠徳; 家庭/內科醫師,汪家成,
正德, Huy Le ; 高血壓, 腎臟科醫師 謝春; 風濕病科醫師, 莊仲安; 眼科
To; 脊骨神經科/幹細胞疼痛療法 陶慶麟醫師; 牙科醫師 Ted Sheng;
Yang, 中醫/針灸醫師 Ellen Huang, 物理治療師林婉貞; 藥劑師王佩榮
桑玫； 社會服務諮詢 周宏 。 在醫師諮詢之前主辦單位請到了 H.E
師 Stephen Au, 十多位註册護士為大家量血壓,血糖, 膽固醇 檢測, 量
重 , 身體質量指數(BMI )做為諮詢前數據的參考.有關的健康敎育. 光
場提供 C 肝炎檢測,大便潛血檢查,乳房攝影登記.需要肺炎預防注射
帶保險資料(卡). 主辦單位也提供為參加健檢者頭髮義剪, 它會讓你看
年輕和漂亮. 主辦單位為了與健檢者結緣也準備了一些結緣品，期待
2018 年 05 月 20 日（星期日）
同守護健康。

免費

邀請大家與會

日期:

上午 9:30 – 中午 12:00

時間:
地點：

6200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phone 713-981-8966  fax 713-981-9008  www
慈濟德州分會静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Phone:
Tel: 713-270-9988

~~~~~~~~~~~~~~~~~~~~~~~~~~~~~~~~~~~~~~~~~~~~~~~~~~~~~~~~~~~~~~~~~~~~~~~~~
~~~~~~~~~~~~~~~~~~~~~~~~~~~~~~~~~~~~~~~~~~~~~~~~~~~~~~~~~~~~~~~~~~~~~~~~~

健檢項目:










和林小導表演新穎雙人太極和柔手獲得觀眾好評!4/7/
18 胥帆也同時在休斯敦糖城中國同事聚會上介紹和演
示了楊式太極拳及太極刀!並與同事同練太極、共享健
康!







量血壓
膽固醇測量 (請午夜後禁食)
血糖測量 (請午夜後禁食)
身體質量指數 BMI
身高, 體重
C 肝炎篩檢
大便潛血檢測
乳房攝影登記
醫師諮詢:
心臟科
內科/家庭科
牙科
眼科
腎臟/高血壓科
風濕病科
脊骨神經科/幹細胞疼痛療法
中醫
物理治療諮詢
葯物使用諮詢
社會服務諮詢
肺炎注射(請帶保險卡)
頭髮義剪

~~~~~~~~~~~~~~~~~~~~~~~~~~~~~~~~~~~~~~~~~~~~~~~~~~~~~~~~~~~~~~~~~~~~~~~~~

協辦單位: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HEB
光鹽社

休城工商

春藤課後學校首屆結業典禮圓滿落幕

春藤是一所集課後班、夏令營和周五晚間的
中文/才藝班為一體的綜合性課後輔導學校。學校
位於糖城市中心，環境優雅安全，校舍寬敞明亮
， 交通便利。為了滿足家長和孩子不同層次的需
求、解決家長的後顧之憂，本著服務社區的宗旨
，春藤在開辦的短短幾個月間，擁有了自己的網
站，卓越的教職團隊，完整的教學體系，正規的
教務制度，豐富多彩的課程，快捷的溝通渠道，
在糖城眾多的課後學校中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孩
子們喜愛，家長們信任的好學校。
在春季學期即將結束之際，5 月 11 日晚，春
藤課後學校的老師、學生及家長在糖城社區中心
歡聚一堂，舉行了首屆結業典禮，以精彩的文藝
演出及頒獎形式，共同歡慶這一激動人心的時刻
。
馬英校長首先致辭，她特別贊揚了學校老師
們持之以恒的對中文教學的熱愛和敬業精神；充

分肯定了同學們踏實的學習態度、高漲的學習熱
情和豐碩的學習成果；真誠感謝了家長們對學校
工作的鼎力支持和密切配合。馬校長承諾學校將
一如既往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嚴格師資
，嚴謹教學，讓孩子們健康成長。
接下來是學生們展示學習成果的時刻，各個
班級都準備了精彩的節目，各顯其能。充滿童趣
的兒歌串燒，感情充沛的配樂散文、詩歌朗誦，
古風古韻的古詩吟誦，歌聲悠揚的小合唱，余音
繞梁的琵琶獨奏，剛柔並濟的空手道表演，古今
結合的師生表演唱將結業典禮推向高潮。
典禮最後，學校為學生們頒發了金光閃閃的
獎杯，獎牌。春藤課後學校首屆結業典禮在孩子
們清脆的笑聲和家長們熱烈的掌聲中圓滿地落下
了帷幕。
春藤課後學校首屆結業典禮圓滿落幕了，而
家長們的真心付出卻深深留在我們的記憶中。為

典禮采購食品、用品；到學校把課後班的孩子接
到會場；制作精致美味的小糕點；典禮進行中，
用鏡頭記錄下精彩瞬間；典禮前後，布置、收拾
會場；有的家長，孩子沒來，自己還特意趕來幫
忙。感謝你們選擇了春藤，感恩你們無私的奉獻
，我們會以更大的責任心教好孩子，以更多的愛
心關愛孩子，讓我們攜手陪伴孩子成長！
春季學期很快結束，暑假就要來臨，暑假到
哪兒過？和藹可親，知識淵博的春藤老師們歡迎
你們！這裏有唇槍舌劍的演講/辯論營；這裏有初
探程序世界的 Scratch 營；這裏有妙趣橫生的科
學實驗營；這裏有讓你琴藝大增的小提琴提高營
；這裏有奇思浪漫的藝術營；這裏有以提高成績
為目標的數學營；想中文/數學/英文/藝術/運動兼
顧? 我們還有全日制浸入式主題營。主題營內容
包括特色主題中文，以實用中文和中國文化相結
合，力求短時間內快速提升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
和中國文化修養。除此以外，我們還提供多門高
質量的才藝課程。有專業團隊為我們打造的樂高
機器人課，有深受學生們喜歡的手工制作課，有
經驗豐富的老師提供的英文閱讀和趣味數學課，

還有強身益智的各種體育運動和益智遊戲等。
感謝關註春藤課後學校! 選擇春藤, 讓我們陪
伴孩子們走向未來!
熱線電話：281-848-8288；346-702-0323
學校網址：http://sunbridgelearning.com
學 校 地 址 ： 2553 Cordes Dr , Sugar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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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新車免費試駕活動
送您 $20
20超值禮卡
超值禮卡

現代汽車全新高智能 SUV Kona

周末假日何處去? 現代汽車邀請您一同
來試駕 2018 全新高智能 SUV KONA。為了讓
更多華人民眾體驗、感受現代新車的絕佳性
能，先進科技配備，及舒適的車室空間，現

代汽車將於 5 月 19 日(星期六) 和 20 日(星期
日) 早 上 十 點 至 下 午 五 點 ， 在 位 於 Sterling
Plaza 的 85C Bakery Café前停車場舉行試駕
活動。您可以免費試駕全新上市的 2018 Ko-

na，凡參加就贈送 $20 超值禮卡和精美購物
袋。禮卡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現場當天，除了$20 禮卡外，
現代汽車還將提供$500 新車折價券，方便意
向車主在未來購買或租賃現代汽車時，享有
額外$500 的優惠。另外，只要在活動現場，
加入現代汽車臉書粉絲團，就有機會得到限
量好禮。這麼好的活動，千萬不要錯過!
更多車款配備及性能請上現代汽車網站
查 詢: www.HyundaiUSA.com/Chinese/
2018 現代汽車新車試駕活動
Houston, TX
時 間: 5/19 ( 星 期 六) ~ 5/20 ( 星 期 日) 10:
00am-5:00pm
地點: 85C Bakery Café前停車場
(975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
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現代全車系由北
美 現 代 汽 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 美
國市場的超過八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行分
銷。此外，這些車行還提供相關汽車保養和
維修服務。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
有 「全美最佳保固計畫」 ，包含新車有限保
固 5 年 6 萬哩，動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

哩，以及 5 年不限哩數的路邊緊急救援服務
。此外，擁有 Blue Link 遠程信息主哩系統的
現代車主還能享受現代汽車提供的 Blue Link
連接管理服務，加入的話能享受一年免費。
這些管理服務包含自動碰撞通知、加強道路
救援、車輛診斷警報、每月車輛健康報告，
以及車載調度服務。

各種腳氣（香港腳）
，一網打盡（2）
（接上期）腳氣反復發作，是因為：1）治
療不徹底，2）重新被傳染
1. 治療不徹底。分兩種：一.是腳氣藥不夠
好。沒有好的腳氣藥，當然無法根治腳氣。這
裏向你推薦《劍牌》皮膚病霜，純中藥煉制，
無激素，無刺激，治療腳氣效果最好。但是，
即使有好藥，使用方法不正確或提早停藥也會
引起復發，這就是第二種——治療不徹底。這
種情況往往是患者只塗有明顯癥狀的患處，而
一些潛在無癥狀的患處被遺漏。條件成熟時，
這些病竈就會發作。
正確的方法是：洗澡或用熱水洗腳。將患

處，尤其是有厚皮的腳跟用熱水多泡幾分鐘，
因為熱水可以軟化厚皮。清洗過程中盡量搓洗
患處，把患處的爛皮膚或水泡搓掉，為上藥作
準備。熱水洗腳是為了達到汗毛孔擴張，使塗
抹的藥膏有良好的滲透性，達到“藥到病除
“的效果。患者洗完澡或洗完腳後，擦幹腳上
的水汽就可以趁著腳的余熱抹藥了。這時的汗
毛孔都是張開的，藥物吸收最好。抹藥時，均
勻塗抹患處及周邊，反復按摩幾次就行了。看
上去治好了的腳氣馬上停藥，也會導致復發。
是因為患處的癥狀消失了，細菌還沒有完全消
滅，少數細菌還在“垂死掙紮”。如果不持續

用藥十天以上，細菌還會“死灰復燃”。所以
腳氣治療一定要徹底。
2. 重新被傳染。 一個人治愈了，其它家庭
成員沒治愈，仍然共享毛巾、拖鞋等，治好了
的腳氣又會被重新感染。家庭成員中有兩人以
上患腳氣的，一定要同時進行治療。即使全家
人都治好了腳氣，每個人的腳部還是要繼續保
持衛生。雖然我們向你推薦的《劍牌》皮膚病
霜，治療腳氣效果很好。但是，腳氣是傳染病
，註意個人衛生，預防腳部不被再次傳染才是
關鍵。（完）
小貼士：1）鞋子要有兩雙，甚至三雙換著

穿，確保鞋內幹燥。2）襪子每天換幹凈的。3
）身上常備可以套鞋子的塑料袋。去朋友家必
須換鞋時，要告訴主人你有腳氣，易傳染，不
能換主人家的公用拖鞋，只能套上自備的塑料
袋，取得主人的諒解，避免腳氣再度被傳染。
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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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圖片及銷售網點見
第 C2 版。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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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移民排期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2 年 01 月 01 日,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
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4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 年 06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7 年 05 月 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 年 08 月 01 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 年 02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6 年 01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 年 06 月 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 年 09 月 01 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04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4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 年 06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6 年 06 月 08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06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6 月 22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 03 月
15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3 月 15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4 年 10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04 年 10 月 22 日
B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 年 01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2 年 01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 年 09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7 年 09 月 22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09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9 月 08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 09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9 月 08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 年 04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4 月 01 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 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 A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 21 歲以下未
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表排期。
申 請 人 可 以 按 照 較 快 的 排 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
慢的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
得綠卡。2018 年 6 月份的排期表能否都用快表，
還需要等移民局的進一步通知。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國務院於 2018 年 3 月 30 號公布新規定
：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社交軟件用戶信息
。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提
交他們在過去五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2017
年 9 月，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簽證的人將
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個計劃影響的人
約為 71 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大這條命令的覆蓋
範圍，把每年約 1400 萬申請非移民簽證的人包括
進來。該提議涉及 20 個的社交媒體平臺大部分是
美國的：Facebook、Flickr、Google+、Instagram
、 LinkedIn、 Myspace、 Pinterest、 Reddit、
Tumblr、Twitter、Vine 以及 YouTube。也有一些
是美國以外的：中國的網站豆瓣、QQ、新浪微博
、騰訊微博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 VK；創建
於比利時的 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平臺
Ask.fm。
2.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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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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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政治庇護和難民入境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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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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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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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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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需要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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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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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 20 周年慶祝晚宴記盛

恆豐銀行部份員工合影於紅地毯前。
恆豐銀行部份員工合影於紅地毯前
。

蓋安淇表演精彩舞蹈： 「
蓋安淇表演精彩舞蹈：
吉祥孔雀」
吉祥孔雀
」。

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 中 ） 與 Stephen
Le Sr. ( 左一 ） 全家
全家，（
，（ 右一
右一，
，右二 ） 為其
兒子、
兒子
、兒媳
兒媳（
（ 美南電視新聞主播
美南電視新聞主播）
）張同艷
張同艷。
。

恆豐銀行部份員工合影於紅地毯前。
恆豐銀行部份員工合影於紅地毯前
。

由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右 ） 與著名
由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歌唱家蔡毅領唱的 「恆豐銀行 20 周年主題
歌 」。

恆豐銀行部份員工合影於紅地毯前。
恆豐銀行部份員工合影於紅地毯前
。

恆豐銀行前公關經理楊國貞
（ 左 ） 與夫婿張世燿
與夫婿張世燿（
（右
） 出席晚宴
出席晚宴。
。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右一 ） 等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人在宴會上切二十周年慶大蛋糕。
人在宴會上切二十周年慶大蛋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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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面膜多久做一次?
带你走出面膜误区
来源：爱美网
导语：室外，受到紫外线的直射，室内，长期对着电脑肌肤也受
到辐射影响，都很容易被吸干水分，肌肤缺水就会变得干燥。
因此，很多 MM 喜欢回家后敷保湿面膜，但是保湿面膜多久
做一次好呢？还是让小编告诉你吧！
有的 MM 喜欢每天都敷面膜，这样效果会更好吗？喜欢敷面膜的 MM 们，要了解面膜的护肤知识，知道了面
膜护肤知识，在使用面膜的同时皮肤护理也会做到位，这样才会实现你想达到的皮肤效果。就让小编告诉你
保湿面膜多久做一次，带你走出面膜误区，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Q：保湿面膜多久做一次好？
A：面膜一般可以每周做 1-2 次。由于夏天天气比较干燥，在这种情况下，保湿补水面膜很受欢迎，而且
这类面膜成分相对没那么刺激，可以每周 2-3 次。用面膜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把脸洗干净，不然用了等于没
用。Q：敷面膜时间越长越好？
A：面膜时间 15 分钟到 20 分钟为宜，除非它有特别标注。不要以为面膜敷的时间越长，皮肤可以吸收的
营养就越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敷太久了会把皮肤本来的水分给吸走了，情况严重者还会出现面色发黄的
现象。

Q：一天中敷面膜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
A：白天做面膜的效果远远不如晚上。每晚 12 点至凌晨 3 点是皮肤自行修补受损细胞的时
候，因此，这个时间段之前的皮肤细胞更加活跃，代谢能力更强，可以令面膜更充分地发挥功效。
因此选择在晚上睡前做一次面膜是最好不过的了。Q：面膜可以敷过夜吗？
A：睡前敷面膜是好的，可是敷面膜入睡，那就前功尽弃了，除非写明的是睡眠面膜。这样的
后果是使皮肤干燥缺水更加严重，因为把面膜敷干了，面膜会把你脸上的水分倒吸收走，使你的
皮肤缺水。因此，当你醒来会发现皮肤比以前更干、更崩紧。 敷面膜注意事项
小贴士一：根据肌肤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面膜才能物尽其用的发挥最大的功效。当然除此
外选购时一定要悉心的查看面膜使用注意事项，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使用。
小贴士二：建议敷面膜薄厚适中即可。面膜涂得越厚与每天都敷面膜其实是一样的，你的肌
肤吸收营养的承载力有限，所以大量注入养分是无效的。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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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羅馬壹地鐵站投入使用 是車站也是
是車站也是“
“博物館
博物館”
”

為世界杯獻禮

俄藝術家在罌粟種子上雕出大力神杯

睜大眼睛似在求救
海豹被漁網勒住脖子
新西蘭坎特伯雷凱庫拉，
新西蘭坎特伯雷凱庫拉
，壹只落單的海豹被漁民的繩子套住脖子
壹只落單的海豹被漁民的繩子套住脖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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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破產危機：入華建廠或落地 仍面臨缺錢等
馬斯克迎來了久違的好消息。來自中
國的工商信息顯示，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獲得了上海浦東新區市場監管局核發的營
業執照。業內普遍認為，特斯拉距離在中
國進行本土化生產更近了壹步。
然而，對於特斯拉破產可能性的探
討和懷疑並未終止。
在過去的壹個月中，特斯拉幾乎每
隔幾天就在遇到新麻煩。除第壹季度凈
虧損 7 億美元陷入財務危機外，特斯拉
還面臨產能再跳票、安全事故頻發、被
控抄襲等壹系列問題。
由於種種事件爆發，業內人士稱特
斯拉持續燒錢可能導致其現金流緊張，
破產不無可能。
國產時間尚難確定
作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對
特斯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數據顯示，
中國市場占據特斯拉全球銷量的 20%。
馬斯克也曾公開表示，特斯拉非常重視
其在中國的發展，在華建廠成為特斯拉
全力推進的計劃之壹。
就在近日，傳聞已久的特斯拉“落
戶”中國似乎有了眉目。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官網顯
示，特斯拉於5月10日在上海出資設立了
全資子公司——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特斯拉汽車香港有限公司 100%持股，法
定代表人為特斯拉中國區總裁朱曉彤。該
子公司註冊資本1億元，公司業務範圍為
電動汽車及零部件、電池、儲能設備、光
伏產品領域內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等。
值得註意的是，特斯拉（上海）公司
獲準經營範圍並不涉及開發、制造和銷售
汽車。該公司在工商系統中所屬的行業也
僅為研究和試驗發展，不涉及制造業。
壹位不願具名的投資機構人士對新
京報記者表示，從特斯拉的壹系列動作
來看，其在中國建廠的動作正在加快。
但他也指出，“上海公司註冊獲批並不
能完全確定後面的事情，關於建廠目前
現在還看不到具體信息，能否為特斯拉
分擔產能壓力也還不好說。”
的確，近年來，關於特斯拉在華建廠
的消息壹直未曾間斷，馬斯克也曾多次表達
在華建廠的想法，但都未見實質性進展。
早在 2016 年 6 月，市場就曾傳出特
斯拉將會在上海建設生產設施。但隨後
這壹消息被上海臨港否認。
2017 年 2 月，有多家媒體報道稱，
特斯拉將與中方合資在上海臨港建設年

產 50 萬輛的生產基地。隨後，特斯拉方
面回應該傳言並不屬實。上海臨港也發
布澄清公告稱，臨港集團未與特斯拉就
其在中國建廠事項簽署合作協議，亦未
參與相關投資。
2017年4月，網傳特斯拉計劃在廣東
以獨資的方式建立工廠，該消息同樣被特
斯拉官方否認。兩個月後，特斯拉首個中
國工廠將落戶上海臨港開發區消息再被曝
出，特斯拉將與上海電氣集團組建合資消
息也隨即傳出，但消息均被否認。
而在今年 Q1 財報會議上，馬斯克提
到，特斯拉將很快會宣布中國超級工廠
的地址。到今年年底，特斯拉在中國生
產汽車的計劃將會更加清晰。據他透露，
關於特斯拉在中國建廠的確切信息最遲
不會晚於今年第四季度公布。
壹些業內人士認為，特斯拉在華建廠
進行本土化生產將有助於降低產品在中國市
場的售價，以獲取更大市場空間。但是與此
同時，特斯拉在中國市場仍面臨諸多挑戰。
在汽車行業分析師林帆看來，特斯
拉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並不是銷量，而
是巨大盈利挑戰和產能掣肘。他指出，
這些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就能解決的，如
果單純依靠新建工廠就能解決產能瓶頸，
特斯拉也不至於陷入如今的境地。

6500 美元，其現金流已經連續 5 個季度
為負數。如果不進行額外融資，特斯拉
難以撐過今年。
在財報數據公布之後，多位業內人士
犀利指出，“特斯拉的成本比其收入高出
太多，其壹直在依靠資本市場的融資維持
運轉。但錢燒完了也就沒了，按這樣的速
度，特斯拉破產將成為必然。”有分析人
士認為，特斯拉今年至少需要融資25億至
30億美元才能緩解緊張的現金流。
而早在去年底，通用汽車前副總裁
鮑勃· 盧茨在接受采訪時，就曾“怒懟”
特斯拉，稱其“即將面臨倒閉，無法堅
持到 2019 年”。在特斯拉公布第壹季度
財報之後，他又再壹次表示，“我完全
堅信特斯拉將破產。”
盡管市場擔心特斯拉持續燒錢可能導
致破產，不過馬斯克仍然堅稱特斯拉沒有
融資計劃。特斯拉還立下遠大目標，稱
“如果壹切按照我們的計劃進行，那麽我
們將在第三和第四季度實現盈利。”
值得註意的是，馬斯克正在嚴控公
司成本，特斯拉計劃在2018年削減4億美
元開支。馬斯克在4月中旬的內部信中寫
道，“所有在未來 12 個月內積累的費用
超過 100 萬美元的項目支出，都應該暫
停，直到獲得我的明確批準為止。”
與此同時，5月6日，馬斯克在推特發
深陷財務危機
文稱計劃開設壹家糖果公司，進軍糖果業
“我們還是很悲傷地宣布，特斯拉已 務與巴菲特競爭。在特斯拉大幅虧損的情
經完全地、徹底地破產了。”4月1日，特 況下，馬斯克這壹舉動再次引發業內質疑。
斯拉公司創始人馬斯克在推特發文，戲稱
公司已經破產。盡管這條消息被證實只是
Model 3 壹再“難產”
愚人節玩笑，但特斯拉的虧損的確仍在持
想盡快償還債務又不想融資恐怕只有
續擴大，公司深陷財務危機。
加快產能。有分析認為，至少要實現每周
5月3日，特斯拉公布了2018年第壹季度 5000輛Model 3的產量，才能確保特斯拉
財報。財報顯示，特斯拉第壹季度營收為 公司現金流的正常運轉。4 月初，國際評
34.09億美元，同比增長26.4%。但在34.09億 級公司穆迪在壹份報告中也曾指出，“如
美元的營收中，特斯拉經營性支出超過10億 果Model 3的量產目標能夠實現，那麽現
美元。加上其他支出，今年壹季度，特斯拉的 金流的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凈虧損為7.85億美元，同比擴大97.7%。
但根據今年 4 月特斯拉公布的最新
在超 10 億的經營性支出中，大多數 量產數據，第壹季度末 Model 3 的周產
都投放到了電動汽車領域。但據財報披 量僅 2020 輛，未達 2500 輛的預期。而截
露的信息，相較於能源和儲能、服務等 至第壹季度末，尚未交付的 Model 3 訂
其他主要業務，目前特斯拉的電動汽車 單總量仍舊超過 45 萬輛。
仍不賺錢，甚至是賠錢。
記者走訪特斯拉在北京的線下體驗
財報還顯示，特斯拉自由現金流從上壹 門店，據店員透露，現在預訂 Model 3，
季度的負2.77億美元已擴大到負10億美元。 最快也要到 2020 年年初才能交貨。
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特斯拉未
事實上，自宣布量產以來，特斯拉其
償還債務已達 94 億美元，其中 12 億美元 實壹直寄希望於Model 3，特斯拉Model 3
債務將於 2019 年到期。而根據彭博社發 的產能狀況也壹直受到投資者和消費者的密
布的數據統計，特斯拉平均每分鐘燒錢 切關註。去年夏天，馬斯克曾表示，特斯拉

每周要花費大約1億美元來提高產量。但量
產困難重重，馬斯克不斷食言，特斯拉壹次
又壹次地在交付Model 3日期上跳票。
在去年7月的Model3新品發布會上，
馬斯克宣布其周產量將在 2017 年年底達
到 5000 輛，但是當季財報公布的真實數
字卻令所有人大跌眼鏡，Model3 去年四
個季度總數量加起來只有2500輛。之後，
他又稱今年壹季度周產量可以提升至
2500 輛，但壹季度結束之後，Model3 周
產量僅在 2000 輛左右。
現如今，特斯拉又把每周生產 5000
輛Model 3的產能目標推到了今年6月底。
馬斯克稱，壹旦實現周產 5000 輛的裏程
碑，特斯拉將會汲取經驗並改善生產線，
最終達到周產 10000 輛的水平。
只是，有了此前多次產能跳票的記錄，
市場已經對特斯拉能否完成目標持懷疑態
度。在投行高盛的分析師看來，特斯拉將
依舊無法兌現諾言。他發布的壹份關於特
斯拉的負面研究報告指出，盡管特斯拉在
今年第壹季度末 Model 3 的周產量突破
2000輛，但今年第二季度Model 3汽車的
持續生產量極有可能會低於2000輛。特斯
拉每周Model 3產量應該在1400輛左右。
對於Model 3產能滯後的原因，在近期
接受媒體采訪時馬斯克表示，特斯拉投放過
多的機器人，低估人類的效率是造成Model 3產能較低的壹大因素。“無論在電池模
塊生產線，還是流水線系統還是兩個總裝步
驟上，我們犯了過快投入太多自動化生產的
錯誤。在最終接受自動化之前，特斯拉將不
時地用半自動或者人工生產來代替自動化，
這種調整保證我們能夠繼續提高 model 3
的生產能力。”馬斯克稱。
無論如何，特斯拉暴露出來的產能
問題，正成為阻礙其前進的障礙。Mod-

el 3 的產能能否如期達標，越來越成為
關乎特斯拉存亡的關鍵。
各類安全事故頻發
與此同時，特斯拉的麻煩還包括持
續發生的安全事故。
據報道，瑞士壹輛特斯拉電動汽車由於
發生事故導致電池起火，致駕駛員當場死亡。
無獨有偶，當地時間5月8日晚，美國
佛羅裏達州勞德代爾堡發生壹起車禍，壹
輛特斯拉Model S電動汽車撞墻後起火，
導致車內的3名青少年2死1傷。事後特斯
拉發表聲明，稱事故原因不涉及自動輔助
駕駛功能。
而作為自動駕駛技術的先驅者，其輔
助駕駛事故也已在國內外發生多起。統計
結果顯示，自2013年以來，有5起事故涉
及自動輔助駕駛功能，造成至少4人死亡。
例如，今年 3 月，壹輛特斯拉 Model
X失控致車主不治身亡。經調查，事故車
輛的Autopilot自動輔助駕駛功能處於開啟
狀態，司機的雙手離開了方向盤。壹時
間，關於特斯拉自動駕駛安全再次被推到
輿論中心。而出事之後特斯拉股價暴跌，
國際評級公司穆迪也將特斯拉的信用評級
下調，並給出了負面的未來展望。
更讓人希噓的是，作為電動化和無
人駕駛技術的龍頭企業，特斯拉曾作出
“特斯拉所擁有的安全等級每年能拯救
90 萬人”的承諾。
除此之外，風口浪尖的特斯拉近期
還惹上了壹樁抄襲專利起訴案件。氫電
卡車初創公司尼古拉汽車公司指控特斯
拉的電動半掛卡車抄襲其設計，侵犯了
專利，並向特斯拉索賠 20 億美元。如果
尼古拉汽車勝訴，對特斯拉而言，無疑
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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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優惠!
- 許氏誠意回饋 -

買2盒
雙靈芝禮盒

送1盒
雙靈芝禮盒

原價 $329.97

特價 $219.98

活動促銷至 2018/5/31 止

*質量保證 原料直接由日本靈芝農場進口
*技術先進 日本的專利證孢子體破碎技術
*功效卓著 採用全靈芝及濃縮提純萃取粉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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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三送一！
赶快行动

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

无限 通话和短信到

中国

全新

全美无限上网
包括通话和短信
Lycamobile.com • 1.866.277.3221
*

网速*

• 无合约 • 不查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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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