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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在接近中午時間開始，聯合健康保險全國副
總裁Steve Synott、羅光甸與多位高層主管及社區

賢達參加新店面剪綵後，兩瑞獅隨喧天的鑼鼓聲起舞採
青，吸引無數坊眾圍觀。接下來主禮嘉賓用燃著的多注
清香燃破多個紅色氣球，製造爆竹的效果，聯合健康保
險即場派送多個金光燦爛的氫氣球，令群眾笑逐顏開。

聯合健康保險全國副總裁羅光甸表示，位於布碌崙
86街2343號的聯合健康保險賓臣墟亞裔資訊服務中心，
服務布碌崙大約6萬名亞裔美籍及華裔美籍的紅藍卡受
益人。這是聯合健康保險於紐約州設立的第四家服務中
心，並由會說國語及粵語的服務代表提供客戶服務。

關於聯合健康保險
聯合健康保險歡迎居住在紐約州的紅藍卡受益人

和提供照護者前來瞭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選項，和參加
中心所舉辦的健康講座。中心的客戶服務專員樂意為大
家解答任何有關醫療保險方面的問題、或協助您聯繫社
區資源和福利服務，例如紐約州政府長者配藥補助計劃

EPIC（由州政府補助的處方配藥補助計劃幫助居住在紐
約州合資格的受益人支付藥費）、或糧食券計劃SNAP

（供符合收入資格規定的紐約居民申請）。
聯合健康保險致力幫助全國民眾過更健康的生活，

將健康護理事項化繁為簡，滿足消費者的健康和保健需
求，並與醫療護理提供者保持互信的關係。聯合健康保
險提供完善的個人、僱主、及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俗稱「紅藍卡」）和醫療補助 （Medicaid，俗稱「白卡」）受
益人的全方位健康福利計劃，並與全國超過一百二十萬
名醫生和專業護理人員，以及六千五百家醫院和其他護
理設施直接簽約。聯合健康保險還通過在南美州擁有和
營運的醫療護理設施為當地居民提供健保福利及照護。

長春藤預校（Ivy Prep），紐約地區升學考試專業補習學
校於6月29日至8月18日開設暑假升學考試高分衝刺課程，
共7周，（可選擇4、5或6周），周一至周五，共35天上課，8
次模擬考試。

長春藤預校暑假課程備有SAT, PSAT, ACT, SATII 
（Bio, Chem, Physics, Math, etc.），

SHSAT, Hunter test, 5th、6th English 和 Math以及大
學申請指導等課程供選擇。上課時段為9：00-12：00，1：
00-4：00和3：00-6：00。SAT/PSAT/ACT等班級1：00-4：
00和3：00-6：00還剩個別位置。SHSAT各班級1：00-4：
00還有個別位置。HunterTest 班級和5th G 英數班級9：00-
12：00還剩個別位置。其它時段課程均已滿座。每一考試課
程，嚴格按照考試內容安排專業經驗教師分英文閱讀，語
法寫作和數學科目授課。每天課後大量相關練習，每周模
擬大考，確保大量提高分數。

長春藤預校為高端專業補習學校
該校天才高中考生多年奪全紐約市第一名，今年又奪

全市第一名寶座。該校SAT考生平均1400分以上，三分之
一1500以上。SATII多數800分。無論你的目標在哪裡，只
要你肯付出時間，該校都能幫你達到目的。有興趣的同學
與家長可電話718-261-4882聯繫Ivy Prep辦公室或上網www.
ivyprepschool.com查詢詳情。

所有課程均由長期任職本校的資深教師擔任。SAT/
PSAT每天三門課程：閱讀理解與新詞彙、語法和寫作、數
學，由三位長期擔任此課程的老師每天各一小時上課。特

殊高中每天三堂課：語法規則及文章改錯、閱讀理解、數
學，由三位專業老師每天各上一小時。Hunter考試班開設
閱讀理解、寫作、數學三門課，由三位專業老師各上一小
時。高檔一流、師資一流、教材一流、學生一流，長春藤
預校每年培養數百學生進名校！

今年10月的SHSAT考試取消邏輯題目部分，換上語法
題目：一部分修改單句語法錯誤，一部分修改短文中的錯
誤，全新考題，給今年的特殊高中考試增加了難度。我校
根據新考題已編寫出新教材和新模擬試題，在三月份出版
發行。家長可以在www.amazon.com購買。

暑期該校按照全新試題要求訓練，保證學生達及高分
進自己最理想的學校。該校編寫的暑期班SAT和Hunter班教
材均在www.amazon.com發行，家長可以事先上網買到書作
好準備。

該校科研團隊根據每年升學考試的不斷更新，編寫出
各類考試並選取全面最有針對性的教材和相應考題，讓每
門考試都有基礎和高分的充分訓練內容。小班或一對一靈
活教學，內容詳實的講解。精良師資隊伍，精闢教材及高
度負責的教學管理，讓每一個報讀的學生都能成才。

Ivy Prep（長春藤預校）是一所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高級
專業補習學校。辦校二十四年，志在專業一流，花人力財
力研究升學考試內容與方向，寫出大量各項升學考試專著
並出版發行；該校擁有一支高水準專業師資隊伍長期穩定
為該校學生服務，每年培養數百名優生進名校。Ivy Prep（長
春藤預校）為具備高專業水準，培訓升學考試經驗豐富，長
期穩定實力雄厚師資隊伍，課程多樣靈活滿足學生需求，

達成學生高分數目標的補習學校。
分 春 季 ， 暑 期 和 冬 季 常 年

班級和各考試季衝刺班級以及一
對一，一對二等靈活課程，教授
各項升學考試和學校各類科目輔
導，升學顧問及修改升學論文
等。歡迎有志同學前來深造。或
電話718-261-4882詳情參閱該校網
址：IVYPREPSCHOOL.COM或
查閱星島日報周二，四，六廣告。

歡迎查詢詳情，森林小丘長
春預校地址108-21 72 Ave. 電話：
718-261-4882

聯合健康保險（UnitedHealthcare）
布碌崙亞裔資訊服務中心盛大開幕

提供
完善健康
福利計劃

聯合健康保險於賓臣墟最
新設立的亞裔資訊服務中心在

13日舉行盛大開幕活動，為特別針對紐約亞
裔民眾的需要，提供更進一步的客戶服務和
健康教育活動。

紐約訊

長春藤預校暑假SAT高分衝刺班 資深教師授課
■聯合健康保險全國副總裁Steve Synott、羅光甸與多位高層主管及社區賢達
參加新店面剪綵。

大圖美推出-最新大熒幕點唱機面世
專業功能 庫存35萬首歌曲 雙親節大優惠

很多華人來美打拼多年，為的就是一張永久
居民綠卡，或者美國國籍。但是，如果這些事情
不注意，很有可能導致綠卡被撤銷，「煮熟的鴨
子飛了」的情況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一般來說，綠卡被撤銷的理由有：欺詐，犯
罪活動，和放棄。

欺詐的情況就是在申請綠卡時提供不真實的
資訊，以圖獲得綠卡的移民利益。常見的情況是
婚姻欺詐和政治庇護欺詐。

婚姻欺詐就是我們常說的假結婚。美國移民
法對假結婚容忍度很低，並且制定了嚴厲的懲罰
措施。如果移民局發現或者懷疑申請人通過假結
婚來非法獲得移民利益，那麼他接下來的移民簽
證申請也很有可能被否決。2017年4月，就有一
對住在帕薩迪納的華裔父女因為幫助他人假結婚
被判入獄。在過去近十年中，他們為中國公民牽
線了70多次「假結婚」，這些「客戶」每人支付幾萬
美元，然後在父女仲介的安排下與需要錢的美國
公民結婚。這對父女不僅綠卡被撤銷, 而且在服
刑完畢後還會被遣返。

假政治庇護，就是提交假的被政治迫害的資
訊以圖獲得移民利益。在2012年，包括多名華裔
在內的26名移民律師因政治庇護造假被逮捕，此

案轟動華人社區。
放棄，是指個人因為放棄永久居民身份而失

去合法身份。如果符合以下情況，就有可能被美
國海關認為有放棄綠卡的意圖：一年中大部分時
間停留在美國境外；在美國境外居住時未能提交
所得稅申報表；在美國納稅申報表中聲明自己是

「非移民」。

入籍也能被撤銷
大家可能聽說過，綠卡會因為犯罪行為被

撤銷。那麼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就不會有事了吧？
City紐邁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在此告訴大家，如果
入籍時隱瞞了資訊，那麼美國國籍還是可以被
撤銷的。根據《移民和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的規定，在發現入籍者通過隱瞞
資訊非法獲得公民身份，可撤銷其美國國籍。

為了獲得美國身份，很多移民通過造假、
欺瞞方式順利獲得了綠卡，然後去考公民入籍。
City紐邁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律師在此提醒大家，
考公民的審查會比申請綠卡時更為嚴格。綠卡申
請時的作假行為，如果在考公民或更新綠卡時被
發現，後果很嚴重。

2017年11月21日，美國司法部就向5名已經

取得美國國籍十幾年的移民提起法律訴訟, 要撤
銷他們的美國公民身份。這些人在入籍申請過程
中隱瞞了他們性虐待未成年受害者的事實，因此
而非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利益。

切記尋找律師的幫忙
隨著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收緊，很多明明真結

婚的夫妻也會被移民局懷疑是假結婚。最近City
紐邁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就接到很多申請配偶被移
民局拒絕的案子。明明婚姻是真實的，卻因為提
交證據不足或者有那麼一點疑點被移民局抓住，
從而拒絕他們的移民申請。

City紐邁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在此建議各位，
如果要申請綠卡或者入籍，最好找有經驗的律師
幫忙。如果收到移民局的來信，也不要驚慌，第
一時間諮詢律師，尋找最好的解決辦法,爭取最大
的利益。

此外，City紐邁律師會計師樓還得提醒各位
持有綠卡返美的華人，如果海關拿出一張叫I-407
的表格讓你簽字，那麼這張表千萬不能簽。如果
填了這張表格,就是你自願放棄永久居民的身份，
綠卡會被當場吊銷，人會被遣返，沒有一點申
訴。如果拒絕簽名，海關執法人員最多暫扣你的

綠卡，然後上庭見法官，在法官面前爭取留住綠
卡。

本文包含的資訊和資料，可能未反映當前最
新的法律發展。本律師事務所不保證或擔保本文
資訊的準確性，完整性，充分性或及時性。律師
事務所明確拒絕承擔所有責任，讀者和資訊接收
者不應就本網站的任何內容採取或不採取行動。
您應知曉本文內容適用於律師和律所宣傳，之前
的法律業績和成果並不能保證後續法律事宜的結
果。

免費諮詢電話，請撥打
212-268-8668/212-268-8686
網址www.cityoneus.com

■City紐邁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在此建議各位，
如果要申請綠卡或者入籍，最好找有經驗的
律師幫忙。

拿到綠卡或者入籍也有可能被撤銷
符合這幾種情況的綠卡可能被撤銷

母親節剛過，父親節即將來臨，
你是否想過添購一份溫馨的禮物給你
敬愛的雙親。以專門出售最尖端科技
產品的大圖美貿易公司，現正推出新
面世的家庭KTV一體點歌機，內有
庫存35萬首中外名曲，能適合您全家
老少一起享受，是歡度雙親節的最佳
禮物。在雙親節期間前往購買，可獲
$50折扣優惠。

這部具有15.6英寸熒幕的一體點
歌機最大特色是可與強大的雲端歌庫
相連接，只須連接上WIFI，不但能
使用點歌機硬盤內數萬首歌曲，更能
與強大的雲端歌庫相連，將庫存的30
萬首海量歌曲下載，無論是新歌、老
歌流行曲、國、粵、英文、日文、越
南文、馬來文的顧客可隨時將自己所
喜愛的歌曲下載，與家人好友分享。

雖然這是家庭式點歌機，但功
能與商業的卡拉OK點歌機相比，絕
不遜色，該機上有升降音調功能，能
跟隨使用者的喜好，將唱功的音調調
節，無論是嗨勁歌、情歌均能輕鬆掌
握。此外，點歌機並有評分功能，能
讓使用者知道自己的音質效果。

這部新面世的點歌機，能支持

10S及安卓手機軟件（點歌），可配合
蘋果或安卓手機使用，更能與家中的
電視直接連線，將內容投影到家中更
大面積的電視。令使用者有如在大型
KTV內K歌之樂趣。此外，點唱機並
有影視直播功能，亦可將熱門電影下
載高清質量。

顛覆傳統點歌機
由於這部顛覆傳統點歌機有如此

龐大的功能，自推出以來大受僑胞歡
迎，不但能用於家庭全家歡樂，更能
用於社團、會所、老人中心、甚至酒
樓食肆之卡拉OK貴賓廳都非常合用。

此外，大圖美公司並即出一款非
常趣致的機械人，使用藍牙推動，只
要連上手機之音樂庫，播出你所喜愛
的歌曲，這部機械人便能跟音樂翩翩
起舞，舞步絕不重要，是小朋友或親
子共用恩物，歡迎蒞臨參觀。

歡迎親臨大圖美貿易公司，體驗
這部15.6寸大熒幕的一體點歌機的優
秀功能，該公司位於紐約華埠伊莉莎
伯街13-17號伊莉莎伯中心地庫6號鋪

（金豐酒樓對面），查詢電話646-704-
7797。

■以專門出售最尖端
科技產品的大圖美貿
易公司，現正推出新
面世的家庭KTV一體
點 歌 機 ， 內 有 庫 存
35萬首中外名曲，
能適合您全家老少一
起享受，是歡度雙親
節的最佳禮物。在雙
親節期間前往購買，
可獲$50折扣優惠。

■長春藤預校自編教材，幫助莘莘學子便捷且有成效的學習。

■聯合健康保險全國副總裁Steve Synott、羅光甸等
主持醒獅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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