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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 IN 46280. 106th and College Ave. Carme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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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项目

4月到6月NIW批准案件分析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从2015年4月到6月，我们事务所有64
个NIW申请顺利获得批准, 其中59个申请
没有经过RFE就直接获得了批准。此外，
在此期间，我们所还有58个EB-1案件获得
批准。这样，在2015年1月到6月，我所获
得了103件NIW申请的批准，同时还获得了
99件EB-1申请的批准。

在3个月所批准的64个NIW案件中，大
部分（占总人数约80%）申请者拥有博士
学位；11个申请者，或者说占总人数17%
左右的申请者，提交申请时拥有硕士学
位。这些申请者中的大多数人从事医学、
生物和工程研究，其他则专注于音乐、金
融和物理学等领域。那些在医学、生物和
工程领域工作的申请者被迫与大量的申请
者竞争。其结果是，移民局只能批准其中
最强的申请。

博士 51（件）80%
硕士 11（件）17%
本科  2（件）   3%

那些拥有“博士后研究员”，“研究
科学家/工程师”、“助理教授”或其他
类似职衔的人主要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撰写论文，以及参加会议等等。由于研究
工作的性质，这一类申请者更容易通过客
观证据显示他们已经拥有全国性的影响
力，易于通过更客观的证据（例如，引
用、下载、成果商业化等等）保持过去
成就的记录。当然，即使您觉得缺乏此
类证据，也不要泄气。因为，每一个申
请都是不同的，移民局能够认可您对美
国有内在价值的独特资格和技能，不会仅
仅根据具体数据来审核申请。我们事务所
的经验丰富的律师将帮助您突出您最强的
专业才能，同时淡化您较弱的部分。

另外，我们还从这些案例中总结了其
它相关数据。这些申请者的发表论文数量
中间值是9篇，引用次数中间值是71次，
申请的平均处理时间是255天或近9个月。
批准案件最长的处理时间是1274天，最短
是34天。发表论文数量中间值 9（篇）

引用次数中间值 71（次）
平均处理时间 255（天）

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NIW EB-2申请
人来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递
交身份调整申请。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
配偶出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
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三地），您在递
交NIW申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
移民名额，同时递交I-485申请，无需再
等待排期。

曾几何时，NIW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
申请人来说，还被视为鸡肋，这主要是因
为EB-2常有漫长的排期，然而，近几个月
来，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
止日期进展神速： 2015年5月的签证排期
中，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
止日期从2011年4月1日前进到2012年6月1
日；2015年6月的签证排期中，中国大陆
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2
年6月1日前进到2013年6月1日；2015年7
月的签证排期中，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
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3年6月1日

日前进到2013年10月1日; 2015年8月
的签证排期中，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
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3年10月1日 前
进到2013年12月15日。正因如此，长期以
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尽早递交
NIW申请，早申请早排队。此外，如果您
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大更重要的成果，
也可以考虑申请EB-1。EB-1类别目前有签
证名额可用，无需等待排期。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建议，在开始申
请之前，申请人最好先向经验丰富的律师
进行咨询。经验丰富的律师会帮助申请人
选择最为适合自己的申请类别，以及具体
的申请策略。

您可以联系张哲瑞律师作免费咨询: 
info@hooyou.com。

建中樂旗隊8月參賽DCI，
樂鼓雄風將現印城

   來自臺灣的建國高級中學樂旗隊87位
隊員等一行，8月3日起將於印州參加國
際鼓號世界冠軍賽。「國際鼓號聯盟」
(Drum Corps International，簡稱DCI)
所舉辦的世界行進樂隊比賽(DCI World 
Championships)如同籃球界的NBA，是為
職業水準的國際比賽。

    建中隊伍預訂於7月底赴美抵達賓
州，先經觀摩、賽前表演與集訓後，將
與DCI前20強隊伍一起進入全美巡迴賽；
第一場為DCI Open Class Prelims，開
賽日期為8月3日，在印第安納州密西根
市(Michigan City, IN)的Ames Field舉
行，若晉級即於8月4日進入Open Class 
Finals。第二場DCI World Championship 
Prelims開賽日期為8月6日，在印州印
第安納波里斯(Indianapolis)的Lucas 
Oil Stadium舉行，若晉級即於次日進入
Semifinals賽程。

    另於DCI賽事外，8月3日在Ames 
Field還有當地盛大的SoundSport 活
動；8月5日則受邀擔任美國職棒大聯盟
於芝加哥US Cellular Field開賽演奏
及樂旗隊表演，當日球賽為光芒(Tampa 
Bay Rays)對白襪(Chicago White Sox)
，期待僑學界熱情參與。8月8日則於印
第安納波里斯(Indianapolis)的Pan AM 
Plaza參與另外SoundSport與Drumline 
Battle兩場表演賽，所有賽事活動都可
從場地購票處購票進場觀賽。

    連續13年拿下全國音樂比賽「室
內管樂」及「室外行進管樂」雙料特優
的建中樂旗隊，今年以極簡樂風，呈現
無垠星際的物理定律及豐富幻想；該隊

伍於行前聲明稿中指出：「鼓號樂隊所
展現的不是樂器、道具的表演，而是智
慧、情感、體能三者的結合，是當今人
類社會所能演出的最大型秀（show），
能夠同時吸引三萬名觀眾的表演！」此
番成行，除有引領臺灣行進樂隊的表演
潮流外，亦肩負挑戰國際知名樂旗隊世
界大賽之重任；尤其經過試奏與錄影甄
選，成為第一支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比賽
前，為大賽開場及演奏美國國歌的台灣
樂隊，實為可敬。建中樂旗隊英姿可於
網路影音youtube搜索先睹為快。

    建中樂旗隊一直以來面臨經費和資
源非常拮据與短缺之窘況，此行包含學
生、帶隊師長及行程協助家長等，非常
需要各界熱情的支持和贊助。意者請洽
建中樂旗隊第33屆家長後援會會長、成
大交管系胡守任副教授，電郵shouren@
mail.ncku.edu.tw ，為建中加油，更為
台灣加油！

其他影音連結:

2015年北市樂儀旗觀摩-- 建中樂旗隊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TnJWkYk-QCA

建中樂旗聯隊榮獲2013世界樂旗大賽決
賽季軍_清晰版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jJKr7plP0fQ

(台湾駐芝加哥教育組 新聞稿）

美国牙医猎杀非洲“狮王”
引发舆论谴责

　　津巴布韦动物保护团体28日指认，美国
牙医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与两名津巴布
韦人一道猎杀了当地最出名的“狮王”塞西
尔。这一消息随后得到津巴布韦警方证实。

　　“主犯”帕尔默当天发表声明辩称，他
事先全然不知猎杀的雄狮是塞西尔，而且花
钱雇佣的专业向导向他保证这次打猎之行“
合规合法”，他对塞西尔之死“深感遗憾”
。不过，网友对帕尔默的狡辩并不买账，认
为他以猎杀之举追求杀戮快感的做法实在令
人不齿。

　　【手法残忍】

　　津巴布韦警方发言人夏里蒂·查兰巴证
实，警方已经逮捕两名涉案的津巴布韦人。
这两人面临偷猎指控，29日将出庭受审，“
现在我们正寻找同样涉案的帕尔默”。

　　津巴布韦狩猎者协会负责人埃马纽埃
尔·芬迪拉说，帕尔默来自美国明尼苏达
州，但他们并不知晓帕尔默目前身在何处。
美联社记者拨打了帕尔默办公室以及两处寓
所的电话，均未联系上他。

　　按法新社的说法，帕尔默现年55岁，是
狂热的狩猎爱好者，经验丰富，以擅长使用
弓箭射杀猎物而在美国狩猎圈出名。他经常
出国狩猎，追逐猎豹、水牛、犀牛、麋鹿等
大型哺乳动物。

　　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塞西尔本月初被
发现死于津巴布韦万盖国家公园附近，享年
13岁。依据慈善团体津巴布韦动物保护工作
组的描述，帕尔默向职业狩猎人泰奥·布朗
克霍斯特和土地所有人奥内斯特·恩德洛武
支付了5万美元展开这次狩猎。他们深夜借助
探照灯出行，把诱饵拖在车后将塞西尔诱出
保护区。

　　“帕尔默先用弓箭射中了塞西尔，但这
一击没有致命，”这一慈善团体说，“他们
随后一路追踪（受伤的）塞西尔并在40个小
时后发现了它，最后用枪将它射杀。”

　　这三人随后残忍地剥去狮皮、砍下狮头
作为“战利品”，还试图取下它佩戴的“GPS
定位项圈”藏匿起来，但没有得逞。

　　【牵强狡辩】

　　塞西尔是津巴布韦的“动物明星”。它
帅气的黑色鬃毛、在人前不怯场的性格以及
十足的镜头感，都让它深受游客喜爱。对旅

行摄影师来说，能拍到塞西尔更是他们的梦
想。先前，英国牛津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还为
这只动物明星佩戴了智能项圈，以便对它展
开研究。

　　然而惨剧发生后，塞西尔与“夫人”赫
里乔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津巴布韦动物保
护工作组负责人约翰尼·罗德里格斯说，最
令人悲伤的是，塞西尔死后，新“狮王”为
与母狮交配，势必将杀死塞西尔的所有幼
崽。

　　虽然眼下行踪不明，但帕尔默当天发表
一份声明，辩称他事先并不知道这只猎物如
此有名。据他所知，这次的狩猎活动“合规
合法”。

　　“直到狩猎结束，我才知道猎杀的那头
狮子是当地知名的（动物）宠儿，且作为研
究的一部分被戴上项圈，”他说，“我对追
求自己热爱的运动……而导致这头狮子死亡
深表遗憾。”

　　【早有前科】

　　不过，帕尔默的解释并没有说服一众网
友，“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上满是对
他的批评声。由于遭负面评价“刷屏”，他
所供职诊所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28日
被迫关闭。

　　截至当天下午，“推特”话题标签“狮
子塞西尔”下已有近10万人留言。网友安娜
写道：“你是个卑鄙的人。”网友“老男
孩”则留言说：“这不就是那个靠屠杀动物
获得精神快感的人吗？”

　　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其实，这不是帕
尔默第一次因狩猎惹上麻烦。2006年，他在
美国威斯康星州西部一处合法狩猎区外射杀
一头黑熊。帕尔默随后将黑熊的尸体拖到合
法狩猎区内，向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谎称自己
在那里将其击毙。两年后，他就此事认罪，
获判一年缓刑并被罚款2938美元。

　　除借由网络“声讨”帕尔默的残忍行径
外，有网友还在网站上发起请愿活动，呼吁
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
停止向外国游客发放入境狩猎许可。英国《
每日电讯报》29日报道，这项请愿活动目前
已征集到尝过13万个签名。

（来源 新华网）

自从手机号被亿万富翁兼党内总统提名竞争对手唐
纳德·特朗普公布后，参选美国总统的美国共和党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就没过上一天消停日子，不
到两天已经接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无数“问候”电
话和短信。

虽然饱受骚扰，但这位机智的参议员不仅没有找特
朗普单挑，还在“优兔”等社交媒体平台上顺势发
布视频，表演花式砸手机，从而成功上演了一出借
力打力的攒人气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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