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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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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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107 年台灣青年海外搭橋計劃」 學員共11 人
周三訪僑教中心，由莊主任介紹僑委會及僑教中心功能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為強化台灣
青年國際視野及對政府駐外僑務工作之認
識，僑委會特訂定台灣青年海外搭橋計劃
，在今年暑假期間選送 200 位 20 -26 歲
國內優秀在學青年至美國、加拿大及澳洲
等 25 城市見習，訪問僑團組織及參與海
外僑社活動，以瞭解政府駐外機構文化及
僑務等涉外事務之實際運作，强化台灣青
年國際視野。
休士頓地區場次於 7 月 25 日至 31 日
舉辦，有來自台灣大專院校研究生及大學
生 11 人前來見習。他們於 24 日（ 星期
二 ） 晚抵休，住進寄宿家庭，7 月 25 日
（ 本周三 ） 一大早即前往僑教中心，展

開首場活動行程。由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主持僑委會及僑教中心簡介，暨介紹中心
文化導覽等一系列活動。莊主任介紹休士
頓僑教中心於 1987 年 7 月 4 日在休士頓
西南區華埠成立，於 1991 年 4 月買下現址
，佔地 57000 平方英呎，內部面積 38000
餘平方英呎，停車位 190 餘個，為目前全
球面積最大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中心設
施完善，除提供僑團辦理大型晚會、研討
會外，更是各社團例行活動的重要處所，
由於使用頻率甚高，場地於週末假日，時
有供供不應求之情形。而中心的 「服務
」 和 「效率」 二大工作目標，也為僑社
所推崇，成為中華民國政府與僑胞間聯繫

的橋樑，更是僑胞最溫暖的家。
這次 「台灣青年海外搭橋計劃 」 的
活動內容還包括認識政府駐外工作，參與
僑社活動，體驗僑團多元活動，前往休士
頓太空中心（NASA )與休士頓台裔科學
家座談，參訪 Exxon 石油公司、德州醫學
中心及華美中醫學院，拜會台灣商會組織
及僑營企業，瞭解台灣企業海外奮鬥歷程
，拜會台裔 Harris County 民選法官張文
華，體驗台灣移民積極參與主流社會的貢
獻及影響力，安排台裔專業青年座談，參
訪萊斯大學、德州獨立戰爭紀念碑及
Houston City Hall 市政建設等，內容多元
。

從歌頌大自然中激發生命的正能量
「大自然之歌曲班」 現正熱烈招生中
（本報訊）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 ，總會設於台灣新竹峨
嵋湖。近年來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廣世界和平，幸福快樂歡喜，不
分種族，膚色，宗教，皆為世界一家之信仰。其中 推出熱愛大
自然歌曲，內涵就是大自然之美。 從欣賞大自然賦予我們的一
切，太陽月亮星晨雨露，山水樹木花草，健康五穀雜糧，來喚起
我們感恩之心，効法它們對人類之無私奉獻，藉着歌唱抒發，是
心靈一股正向能量的清流，充滿喜悅慈懷，多多唱誦，能使人有
回歸自然的舒暢，流露自在、消弭暴戾、不安與恐懼，帶給人人
身心歡喜、家庭幸福美滿、社會安寧和諧、國家富裕康樂、世界
太平光明 ! 休士頓分會推出熱愛大自然歌曲同唱班，8 月 18 日起
每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時免費在僑教中心 103 教室舉行。由 Emmy
Lam 及 Sherry Chiu 負責，將以簡譜學習，人人都會，而至自願
性卡拉 OK 個人獨唱，大眾同樂。祈望各位朋友响應! 從歌聲散

播正能量的歌義，人人感恩知足，人人幸福快樂!!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Loving Association (INLA）於 2006 年首先成立於中國香港，之後繼續於中華
台北、印尼、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菲律賓、澳洲、新加坡
、韓國、尼泊爾成立分會，五大洲各國分會亦在籌備中。 創始
會長 汪慈光總會長從事教育多年，深感現今許多人因價值觀錯
誤，不但忽視自己 「“人本身”的價值」以及 「生命的可貴與尊
嚴」，並為了個己的利益而任意破壞大自然，致使社會、國家與
全球人類面臨種種混亂不安與生存危機！故自 2001 年開始，大
力倡導 「熱愛大自然文化」，以各項寓教於樂的活動，引導青年
、青少年與兒童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實踐維護、熱愛與光輝生命
的人生。各國不同背景、不同國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士
紛紛表示認同與支持。為了打造一個跨越種種隔閡的大自然文化

圖為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中立者 ） 正在為 「 台灣青年海外搭
圖為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橋計劃」」 的成員介紹僑教中心的功能和特色
橋計劃
的成員介紹僑教中心的功能和特色。（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國際交流平台，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世界總會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Loving Federation（F-INLA）因而成立。 國際熱愛
大自然促進會世界總會是一個以藝術為載體，以教育為根基，以
文化為內涵的國際性公益團體。汪慈光總會長於 2001 年起推動
一系列原創的大自然之歌，其推廣的目的在於藉歌詞的正向引導
，讓更多人能夠藉由大自然之歌，看見大自然之美，進一步提升
心靈的成長。在遇到挫折困難時，大自然之歌能夠帶給我們正向
的鼓勵，並能體會自己的生命是被大自然如此幸福的呵護著。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休士頓分會將於 2018 年 8 月 18 日起，每
週六下午 2:00 至 4:00 於休士頓僑教中心 103 教室開辦免費的大自
然之歌班，邀請所有喜愛唱歌的朋友一同來唱出大自然之美、享
受滿滿的幸福與喜悅！
報名洽詢專線：（832）495-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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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三次會議
確定今年23
確定今年
23項活動
項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中華民國 107 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
第三次會議，於 7 月 22 日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的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由嚴杰
主任委員、黃春蘭副主任委員主持，對系列活動安排確定和討論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楊容清副主任，及老人服務協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龍岡親義公所、同源會、榮光會、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
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華商經貿聯誼會、美南大專校聯會
等近 30 位社團代表出席會議。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7 年雙
十國慶，目前確定共有 23 項活動。嚴杰主任委員表示，目前活
動已滿檔，不再接受報名。嚴杰主任委員感謝各社團的熱情支持
和參與。參與今年國慶活動的社團有傳統僑社與新社團，成員包
括老中青三代，相信各項活動一定會順利成功。 他也感謝 Cafe
101 張惠美負責人和陳煥澤，為這次會議提供美食與飲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出席會議除
精神支持外，同時聽聽大家意見。感謝所有休士頓僑民對國家的
熱愛及支持。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介紹國內有一系列雙十
國慶活動安排，包括 10 月 9 日宜蘭有國慶晚會，10 月 10 日早上
10 時總統府前廣場有國慶大典，晚上國慶煙火秀在花蓮港。莊主
任向僑團領袖分享今年美南地區組團狀況，奧斯汀首先會有一團
首次組團到台灣參加今年返國致敬團，達拉斯也有一團，休士頓
羅秀娟會長、黃以法主席、賴李迎霞會長都會陸續來籌備相關返
國致敬團，目前休士頓地區仍有民衆踴躍報名中，讓她感受到海
外僑胞愛鄉愛國的熱忱。非常謝謝，海外辦得非常熱烈，相當精
彩。現在已有 23 項活動，也表示各位國慶籌備委員及所有在座
僑界領袖僑團代表，對中華民國支持跟愛護，秉著愛鄉愛國精神
，在海外積極籌備各式各樣活動慶祝，共同慶祝國家的生日。今
天國慶活動一定會在各位努力，各位同心協力，把國慶活動辦得
非常成功，祝國慶籌備活動圓滿成功。
何怡中秘書長在會上宣讀上次會議記錄，並邀請各社團針對
活動提案討論。在嚴杰主任委員及與會人士批准上次會議記錄後
，今年 23 項活動有：（1）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剪綵典禮：負責人
嚴杰主任委員報告，將於 9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在僑教
中心展覽室舉行，由 「國慶籌備會」主辦。（2）國慶返國致敬
團授旗典禮：將於 9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由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及三民主義大同
盟主辦。負責人羅秀娟、黃以法。（3）國慶攝影展-影像情真
：將於 9 月 8 日至 9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
覽室舉行，由休士頓華人攝影協會主辦，負責人關本俊。9 月 8
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開幕典禮。（4）國慶講座-美國各級政府
法院結構：將於 9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
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由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主辦，龍岡親義公
所、同源會協辦，負責人劉秀美。（5）國慶醫療講座：將於 9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由世界廣東同鄉
會、安良工商會主辦，負責人江麗君。
（6）國慶活力韻律舞會：將於 9 月 16 日
（星期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
中心大禮堂舉行，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辦，負責人羅秀娟。
（7）國慶金秋、台灣古早味：將於 9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在僑
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由休士頓北一女校友
會主辦。負責人楊嘉玲會長報告，每一個
攤位將繳交$35，作為當天場地的佈置經
費，另外有使用電的器具，也需事先報備
嚴杰主任委員，
嚴杰主任委員
，黃春蘭副主任委員
黃春蘭副主任委員，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8）國慶小花博：將於 9 月 23 日（星
楊容清副主任，
楊容清副主任
，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及參加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7 年雙十國慶
期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在僑教中心
籌備會第三次會議與會人士在僑教中心合影。（
籌備會第三次會議與會人士在僑教中心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大禮堂舉行。由三民主義大同盟主辦，四
海同心會協辦。負責人黃以法報告，當天還有書法現場揮毫的表 ）上午 11 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由 「國慶籌備會」主辦，
演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國慶小花博需使用僑教中心展覽室。（9 負責人嚴杰。（17）國慶綜藝聯歡：將於 10 月 6 日（星期六）中
）國慶福遍郡慶祝遊行：將於 9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7 時至中 午 12 時至下午 3 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由 「國慶籌備會」主
午 12 時，在 Fort Bend County 舉行。由國慶籌備會主辦，中華老 辦，音符文藝會，友誼曲藝社，老人服務協會卡拉 OK,知音小聚
人服務協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協辦，負責人嚴杰。中華老人服 ，保健中心卡拉 OK,休士頓歡樂歌唱班，休士頓客家會歌謠班，
務協會趙婉兒會長報告，前年曾有參加，去年因哈維風災暫停一 同心舞蹈班協辦，負責人黃春蘭副主任委員。（18）國慶老歌金
年，今年將從上午 9 時開始走，全程 3Miles,因此以花車為主，下 曲演唱暨敬老聯歡會：將於 10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至下午
去走路或表演舞蹈也是短時間的。（10）國慶花藝展覽：將於 9 8 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由休士頓歡樂歌唱班主辦，負責人
月 29 日（星期六）、9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王妍霞報告，每人入場券$10。（19） 「看見台灣」影音多媒體
30 分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由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負責 競賽頒獎典禮：負責人王美華報告，希望 10 月 6 日（星期六）國
人許勝弘院長。（11）國慶投資講座：將於 9 月 29 日（星期六） 慶茶會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頒獎。（8 月 1 日至 9 月 29 日競賽）
下午 1 時至下午 5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由美南大專校聯會 ，由華商經貿聯誼會主辦，福爾摩沙青年文化志工大使協辦。
主辦，負責人鍾宜秀會長報告演講細節。（12）國慶休士頓華裔 （20）國慶標準舞觀摩會：將於 10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6 時
青年精英論壇：將於 9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在 30 分至下午 11 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由王麗純舞蹈學校主
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由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負責人李 辦。負責人王麗純老師報告，入場卷$60 及$100 二種。（21）國
迎霞會長報告，將由 「中文沈浸學校」校長張兆麟、哈佛大學畢 慶特刊：由國慶籌備會負責編排，負責人嚴杰主任委員。（22）
業，現任 HISD 的 「Board of Education」的宋嘉年、萊斯大學畢 國慶餐會：負責人嚴杰主任委員說明，今年國慶餐會將於 10 月
業，現為小兒科醫生協會會長賴雅嵐、陳綺玲律師主講。（13） 28 日（星期日）下午 6 時在五星級豪華酒店 Hilton Hotel Post Oak
雙十國慶海報展：將於 10 月 3 日至 11 月 5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2001 Post Oak Blvd.Houston,TX.77056)舉行，並備有精彩的表演
30 分在僑教中心舉行。由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負責人陳 節目和摸彩活動，歡迎企業界人士及各方好友熱情贊助，共襄盛
根雄會長。（14）雙十國慶西畫展：將於 10 月 5 日至 10 月 15 日 舉，四海同心，歡慶雙十。由國慶籌備會主辦。有貴賓桌$6000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由休士頓西畫社 、$3000、$2000、$1000 及$600 五種及個人座席$200 白金座席，
主辦，負責人李美音社長。10 月 6 日中午 12 時舉行開幕典禮。 及$100 黃金座席，一般人入場券每人$60，票務請聯絡嚴杰（832
（15）國慶升旗典禮：將於 10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在僑 ） 660-7063， 趙 婉 兒 （713） 480-4885， 張 惠 美 （713）
教中心前廣場舉行。由 「國慶籌備會」主辦，榮光會、FASCA、 732-8092，何真（832）826-3333。（23）國慶烤肉活動：時間
北一女校友會、中華公所、大專校聯會、重型機車俱樂部、同源 地點未定。
會協辦，負責人嚴杰。（16）國慶茶會：將於 10 月 6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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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常吃这八类食物
容易让人变老

f

（综合报道）粮食、
油类、
花生、
豆类、
肉类、
鱼类等发生霉变时，
会产生大量的病菌和黄曲霉素。这些发霉物一旦被人食用后，
轻则发生腹泻、
呕吐、
头昏、
眼花、
烦躁、
肠炎、
听力下降和全身无力等症状，
重则可致癌
致畸，
并促使人早衰。
含铅食品
铅会使脑内去钾肾上腺素、
多巴胺和 5 一羟色胺的含量明显降低，
造成神经质传导阻滞，
引起记忆力衰退、
痴呆症、
智力发育障碍等症。人体摄铅过多，
还会直接破坏神经细胞内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功能，
不仅易使人患痴呆症，
而且还会使人脸色灰暗过早衰老。
在腌制鱼、
肉、
菜等食物时，
容易使加入的食盐转化成亚 X 盐，
它在体内酶的催化作用下，
易与体内的各类物质作用生成亚胺类的致癌物质，
人吃多了易患癌症，
并促使人体早衰。
水垢
茶具或水具用久以后会产生水垢，
如不及时清除干净，
经常饮用会引起消化、
神经、
泌尿、
造血、
循环等系统的病变而引起衰老，
这是由于水垢中含有较多的有害金属元素如镉、
汞、
砷、
铝等造成的。科学家曾对使
用过 98 天的热水瓶中的水垢进行过化学分析，
发现有害金属元素较多：
镉为 0.034 毫克、
汞为 0.44 毫克、
砷为 0.21 毫克、
铝为 0.012 毫克。这些有害金属元素对人体危害极大。
生活中大量或经常饮酒，
会使肝脏发生酒精中毒而致使发炎肿大，
导致男性精子畸形，
性功能衰退、
阳痿等;女子则会出现月经不调，
停止排卵，
性欲减退甚至性冷淡等早衰现象。
过氧脂质
过氧脂质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的过氧化物。例如炸过鱼、
虾、
肉等的食用油，
放置久后即会生成过氧脂质;长期晒在阳光下的鱼干、
腌肉等;长期存放的饼干、
糕点、
油茶面、
油脂等，
特别是容易产生哈喇味的油脂，
油脂酸败后会产生过氧脂质。研究人员发现，
过氧脂质进入人体后，
会对人体内的酸系统以及维生素等产生极大破坏作用，
并加速促人衰老。
当炉火、
煤烟、
香烟、
灰尘中的有害气体，
经呼吸道吸入肺部，
渗透到血液中后，
就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吸烟者，
将烟吸入肺部，
尼古丁、
焦油及一氧化碳等为胆固醇的沉积提供了条件，
会造成动脉硬
化，
促人衰老。
国外研究机构经比较分析后指出，
国人喜欢用高温食用油来烹调菜肴，
灶台温度比西方家庭的灶台温度高出约 50%。通常食用油在高温的催化下，
会释放出含有丁二烯成分的烟雾，
而长期大量吸入这种物质不
仅会改变人的遗传免疫功能，
而且易患肺癌。研究报告表明，
菜籽油比花生油的致癌危险性更大，
因在高温下的菜籽油比花生油释放的丁二烯成分要高出 22 倍。为避免这种危害，
制作菜肴时食油加热最好不要
超过油的沸点，
以热油为宜，
这样可避免引起烟熏火燎损害健康和促使面部生成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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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2018頂級巨制
韓國2018
頂級巨制，
，電影
電影《
《與神同行
與神同行22》
最終審判88.01 美韓同步獻映
最終審判
美韓同步獻映！
！
Along With the Gods 2：The Last 49
Days
與神同行 2：最終審判 8.01 美韓同步 獻
映
期待已久的，韓國 2018 頂級商業巨制
，電影《與神同行 2：最終審判》 樂天影
城建大入口 制作發布會。由 Well Go USA
北美獨家發行！導演金容華，主演河正宇
、朱智勛、金香起、馬東錫、金東昱、李
政宰出席。
8 月 1 日 北美&韓國 同步上映。
騰訊視頻 韓國爆款大片《與神同行》
續集《與神同行 2：最終審判》首發預告
https://v.qq.com/x/page/h071685m1vj.html
韓國票房奇跡續集《與神同行 2：最終審
判》：8 月 1 日上映！
https://v.qq.com/x/page/m0720lc1p4m.html
催淚巨作《與神同行》續篇來了！觀看前
先把這幾點記牢！
http://www.y3600.com/hanguo/
hanjuziliaoguan/2018/06/16/202579.html
《與神同行 2》新浪微博 新聞
https://m.weibo.cn/1771123430/
4259942573425694
《與神同行 2》將上映，來個劇透過過癮
！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
1596281296990146172&wfr=spider&for=pc
電影《與神同行 2》上映剩 3 周！導
演爆還在剪輯“閻羅王出場更多”南韓年
度鉅作《與神同行》2017 年底上映破 4.9
億票房，掀起一陣陰間使者風潮，續集
《與神同行 2：最終審判》將在 8 月 1 日北
美上映，主演河正宇、李政宰、朱智勛、
金東旭、馬東石與導演金容華 6 日在首爾

舉辦制作發表會，眾人分享自己的角色，
並透露拍攝秘辛，然而上映倒數 4 周，導
演也坦言電影仍在剪輯的最後階段，他拍
胸脯保證“第二集比第一集有趣”。
第一集《與神同行》風潮狂掃全球，
導演坦言“《與神同行》獲得比我們想像
中更多的收獲，所以《與神同行 2：最終
審判》對我的責任感更重；也因為對票房
的負擔感重大，最近甚至還會失眠。”他
也透露續集目前的制作進度：“還在後制
作業，感覺有些緊張，正努力回到初衷，
並會更努力地聽取工作人員們的意見，共
同將電影朝最好的方向發展。”
續集著重描述陰間使者藏了千年的身
世，不只“江林”河正宇、“解怨脈”朱
智勛會展現比第一集更細膩的情感，“閻
羅王”李政宰雖是以客串方式演出，但他
也再度透露：“閻羅王也會在第二集出現
，戲份甚至比第一集更多，而他千年以前
的往事也將會被揭開。”
另外，家神“成造神”的馬東石也會
展現出脆弱的一面，“雖然面對陰間使者
可以展現強大的力量，卻因為是守護人類
的神，無法接觸人類，所以面對人類要表
現得非常脆弱，也會在拍攝過程中首度出
現虛弱的模樣。”幾位使者的對手戲，令
影迷相當期待。
與神同行 2- Along With the Gods 2 購
票詳情:
8 月 1 日 全北美《與神同行 2:最終審
判》敬請期待 Coming Soon！
院線持續增加中!!!
Houston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Houston, TX 77063 United States

西南華人浸信會舉辦新移民華人英語精讀補習班
西南華人浸信會於 9/7/2018-5/10/2019 逢星期五晚上在本教會
舉辦新移民華人英語精讀補習班(6 年級至 12 年級)及成人基本英語
課程。現在開始接受報名! 申請人必需是新移民及以中文為母語。
詳 情 請 到 教 會 網 站 www.swcbc.org 查 詢 或 請 致 電 及 留 言 (832)
819-3171。申請人可親自或委托親友於教會聚會時間將申請表格交
回教會，或電郵表格致：swcbchst@gmail.com。

成人基本英語課程: 普通英語會話、單字學習及日常英語生活
應用
新移民華人英語精讀補習班(Critical Reading): 6 至 12 年級學生
、增強英語精讀基礎技巧、建立及豐富詞彙
西 南 華 人 浸 信 會 地 址: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X
77477。電話: (281)495-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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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藤課後學校

秋季課後班和周五晚間中文才藝班開始招生了！
秋季課後班和周五晚間中文才藝班開始招生了
！
OPEN HOUSE: 8 月 3 日 5:00PM–8:00PM (周五)
禮物，期待您和孩子們的到來！
課後班：（8 月 15 日-12 月 21 日）
為了讓孩子們的課余時光充實快樂，課後
班的課程設置各科兼顧，異彩紛呈。中文課程
以暨南《中文》教材為主，穿插中華文化、歷
史、藝術、科學等各方面知識，並加入大量閱
讀材料，同時為學生提供可說可感的話題，加
強聽說訓練，力求從“聽說讀寫”四方面全方
位提高學生的中文綜合水平。才藝課程更是豐
富多彩，有 GT 預備、小學英文閱讀與寫作、新
加坡數學、創意繪畫與手工、機器人、國際象
棋、五子棋等各種棋類。力求讓孩子們開闊眼
界，培養興趣，啟發和開拓學生內在的潛能。
特色才藝課程有繪畫藝術課（周二或周五
5:00pm-6:30pm），由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美
術教育專業，重慶大學藝術碩士，具有多年豐
富的美術教學經驗，並且獲得全國優秀教師稱

春藤課後學校是一所集課後班、夏令營和
周五晚間中文/才藝班為一體的綜合性課後輔導
學校。學校位於糖城中心地帶，交通便利，環
境優雅，校舍明亮，設備先進。從開辦到現在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春藤課後學校已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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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藤課後學校擁有一支具有深厚中美教育
背景的資深教師隊伍，及積累了豐富經驗，積
極進取的管理團隊。學校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
旨，把滿足家長和學生不同層次的需求放在首
位；教學上以學生為中心，興趣為主導，欣賞
、尊重、引導學生，培養學生自信樂觀、踏實
向上的人生觀。
新學期即將開始，秋季課後班和周五晚間
中文才藝班火熱報名中，我們將不斷推出更多
更好的特色新課程，欲了解詳情，約見老師，
歡迎參加春藤 open house。我們準備了精美小

號的李矛老師任教。教學特色註重基礎繪畫教
學的同時，培養學生的藝術素養及對事物的觀
察能力和開放性思維，開啟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針對不同學生的性格特點和接受能力，采取
個性化教學法和個性化課程，給予學生自由創
作的空間，吸取藝術的營養和養分。
周五晚間中文/才藝班: （8 月 17 日-12 月 7
日）
中 文: 周 五 6:30pm - 8:30pm； 才 藝: 5:

15pm - 6:15pm
周五晚間中文班給家長提供了多一種選擇
，孩子既在愉悅的氛圍中學習中文，又可以盡
情享受周末的休閑時光。中文班從課程內容到
形式，都貫徹"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
培養語言交際能力，聽說讀寫全面發展"的教學
理念，堅持科學、嚴謹、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
，以學以致用為教學目的。教學方法科學嚴謹
、生動活潑，適合不同年齡段學生的心理和認
知特點。配套教材多樣化，體現海外中文教學
的特殊性，讓孩子們了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受中國文字的無窮魅力。特色才藝課程有
GT 預備班、英文閱讀寫作、心算速算、基礎繪
畫與手工、繪畫藝術課。
舒適的教學環境，多彩的課程設置，資深的
教職團隊，春藤課後學校期待您的到來！我們
將提供免費中文、基本才藝課程，以及課後班
的免費接送服務，歡迎大家踴躍咨詢報名！我
們竭誠為您服務！
咨詢電話：346-702-0323 832-236-4603
學校郵箱：Sugarlandafterschool@gmail.com
學校網頁：http://sunbridgelearning.com
學校地址：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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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到期，最後一周
場地到期，
最後一周！
！景德鎮陶瓷紅木家
具 90
90%
% OFF，
OFF，出價就賣
出價就賣，
，快去撿漏
快去撿漏！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
家具在中國城敦煌廣場二樓生活良品隔壁展銷
，因房東要重新裝修，下任房客馬上要進駐，
最後一周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以上
，出價就賣！
此次精品展還剩下幾套氣派恢弘的紅木家
俬，五人組、十人組仿明式、仿清式沙發組，
紅木餐桌、圈椅、書桌、茶臺等。經過長期的
推敲、改進，這些仿古紅木家具按照人體功能
比例尺度，能符合人體使用功能上的要求，具
有很高的科學性。以椅子為例，其中的彎背椅
、圈椅均契合人體需要，坐感舒適。這些造型
優美、 莊重典雅的紅木家具，在變化中求統一
，雕飾精細，線條流暢。既有簡潔大方的仿明
式，又有雕龍畫鳳、精心雕琢的仿清式，適合
不同人的審美需求。紅木家具結構嚴謹，做工
精細，大都采用榫卯結合，做法靈妙巧合，牢
固耐用，從力學角度來看具有很強的科學性。
這些紅木家具，都是由工藝師們一刀一鋸一刨
完成的，每落一刀都花費工藝師的心機，同時
還要講究整體藝術上的和諧統一， 集實用、觀
賞、保值於一體。再加之紅木資源有限，紅木
的生長周期又非常長，有的可達幾百年，因此
，物以稀為貴的紅木家具將越來越具有獨特的
魅力。最後一周展銷，出價就有機會，請大家
抓住機會，把你喜愛的紅木家具搬回家，讓你
的家居從此與眾不同！

此次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展帶來了大量的陶瓷
精品，此次展銷目前還有幾百件景德鎮瓷器等
待有緣人，件件都是精品，其中就有著名工藝
美術大師曹文選的幾件佳作，曹文選是瓷藝大
師王錫良的弟子，王錫良是當代瓷藝名家，
“珠山八友”之一，景德鎮第一位“中國工藝
美術大師”，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能拍出幾百
萬的高價。但王錫良年事已高，沒有新作品問
世，所以他弟子的作品現在在市場上炙手可熱
。此次展銷就有王錫良弟子曹文選的幾件作品
，這幾件作品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
，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作
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
金開光瓷板畫、景德鎮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
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精品，讓你愛不釋手。因
房東急於重新裝修，場地租約只有最後一周就
到期了，現跳樓大甩貨，每天從早上 9 點到晚
上 9 點，全天營業開門，出價就賣！折扣最高
達 90% off 以上，機會難得，不可錯過這個撿漏
的大好時機。
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居廠家直銷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61，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敦煌超市生活良品隔壁)
電話：346-310-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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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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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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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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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5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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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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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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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5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 年 07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6 年 07 月 22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10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10 月 22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 06 月
15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6 月 15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4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04 年 12 月 22 日
B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 年 03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2 年 03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 年 12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7 年 12 月 01 日
第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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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 09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9 月 22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 年 05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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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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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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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獲得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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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需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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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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共和黨黨代表 參與 2018 六月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德州共和黨年會

德州州議員 Angie Button Chen & 共和
黨亞裔代表 Stephen Wong

福遍副縣長 Andy Meyers
與 浦浩德博士

浦浩德博士 與 德州審計長 (Comptroller)
Glenn Hegar

前任德州共和黨主席 Steve 與 浦
浩德博士

華裔共和黨黨代表浦浩德博
士 參與 2018 六月德州共和黨
年會 at San Antonio, Texas

劉志恆 & 浦浩德 參與 2018 六月德
州共和黨年會 at San Antonio

華裔共和黨黨代表 浦浩德博士與德州共和黨官員合影 (Person from Left to right: State representative
Rick Miller, 前福遍共和黨主席 Michael Gibson, 福遍副縣長 Andy Meyers; 前糖城市長 Dean
Habach ; 德州參議員 Joan Huffman; 福遍黨代表浦浩德博士; 前糖城市市議員 Mary Joyce, 糖城市法
官 Justin Joyce; 前共和黨 SD17 主席 Tina Gibson

德州共和黨主席 James Dickey 與 浦浩德 &
劉志恆

德州 Dallas 副縣長 Andy at 2018 德州共和黨年會

前福遍共和黨主席 Michael Gibson & 德州參議員 Joan Huffman

德州共和黨亞裔代表 Stephen Wong at 德州共和黨年會

華裔 San Antonio 市議員 Mrs. Elisa Chan
& 浦浩德博士 & 劉志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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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將於8
將於
8 月 25
25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
、 休士頓中國護
士聯誼會 饒美婷等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加
饒美婷等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加，
，將於 8 月 25 日（星期
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TX.
77042 的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第三十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施惠德醫師表示 這次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會幫助僑界人士了解關節
炎、關節炎症狀和表徵
關節炎症狀和表徵、
、關節炎的種類
關節炎的種類、
、治療方法及導致關節炎
的原因等 孫秀蕊
孫秀蕊、
、吳筑君出席會議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施惠德醫師、羅秀娟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施惠德醫師、
羅秀娟、
、趙婉兒
趙婉兒、
、孫紅濱
孫紅濱、
、饒美婷
饒美婷、
、孫秀蕊
孫秀蕊、
、吳筑君等與陶翔
吳筑君等與陶翔、
、林隆一
林隆一、
、
林琬真醫療專家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行活動座談會議，
林琬真醫療專家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行活動座談會議
，說明活動有關資訊
說明活動有關資訊。
。

施惠德醫師、陶翔醫師
施惠德醫師、
陶翔醫師、
、林隆一醫師出席活動座談會為休士頓全僑健
康日貢獻心力、
康日貢獻心力
、這次活動分為特殊脊椎篩檢及一般篩檢
這次活動分為特殊脊椎篩檢及一般篩檢（
（最好空腹作
血糖、
血糖
、血壓和膽固醇的檢查
血壓和膽固醇的檢查），
），還有各科醫師諮詢
還有各科醫師諮詢，
，幫助有任何身體
健康的疑問僑界人士及幫助身體不適而無法確認應該看那門專科的僑
界人士，
界人士
，現場各醫學專科醫師為你解答疑問

孫紅濱 、 趙婉兒
趙婉兒、
、 林琬真 、林隆一醫療專家在光鹽社辦公室舉
行活動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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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

TM

Alan Chang,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Cantonese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
Taiwanese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Clear Lake Clinic
Main Campus Clinic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Li-Min Hwang, M.D., M.P.H.
OB/GYN
Cantonese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Main Campus Clinic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 Mandarin
Fort Bend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Meet Dr. Beth Yip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
Mandarin
Pearland Clinic

“I consider it a privilege to be allowed
to help take car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a child. I view myself as a
partner with the parents and patient
and derive great satisfaction through
our interactions. I love working with
kids, a simple smile or hug will brighten
my day.”
~Beth Yip, M.D., co-managing
physician, Pearland Clinic

Dr. Yip is a board-certified pediatrician who completed her medical degree,
internship and residency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S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 Harr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 and
Texas Pediatric Society.

Appointments: 713-442-5437 (KIDS)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The Woodlands Clinic

Huiqing Yang, M.D.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Spine
Cantonese
Main Campus Spine Center
Pearland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elsey-Seybold accepts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Cigna, KelseyCare, UnitedHealthcare, Humana,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CHIP,
most Aetna plans, and Marketplace plans.
24-hour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Learn more at kelsey-seybold.com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062018 1-2 page.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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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星期六

「我只是個還債者，如此而已。」
決心要做一個「永遠相信主」的人
—中信月刊發起人王永信牧師 93 歲安息主懷

王永信牧師於美國時間 1 月 4 日早上 8 時 56 分安息主懷，享年 93 歲。畢生奉獻於主的
王永信，積極為主傳福。
目前在世界各地每月發行逾 14 萬份的
《中信月刊》，影響生命的腳蹤遍及海內
外華人教會。
這是創辦人王永信牧師 50 多年前，自
己跑去印刷廠學 2 個月，然後在底特律一
間車庫裡作業，這樣創刊起來！
「第一期的中信月刊，是自己寫稿，
自己做版印刷出來的。」多年來王永信透
過文字傳福音，不間斷出版《中信月刊》，
祝福無數靈魂。
這位中信月刊發起人、大使命中心創辦
人，把宣揚主福音當作自己一生使命，「為
主還債」的王永信牧師，於美國時間 1 月 4
日早上 8 時 56 分安息主懷，享年 93 歲。
一生熱心事主的他，創辦及參與的多項
福音工作還包括：中國信徒佈道會、世界華
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世界福音事工洛桑
委員會、主後二千福音運動及大使命中心。
容保羅牧師形容王永信，是一位不單單
只把異象留在腦中，而是很能幹的實踐者、
思想者，「看到時代需要，他就去做了。」
立志要做一個「永遠相信主」的人 深
信唯有福音才能救國救民
1925 年生於大陸北京的王永信，是家

族中第三代基督徒。本名為王天惠的他，後
改名為王「永信」，因立志要做一個「永遠
相信主」的人。
1936 年，王永信遇見宋尚節博士到北
京傳福音，改變了他的想法，那年才 11 歲
的王永信，真正的重生得救，悔改認罪，於
是在奮興會中悔改歸主，並於北京基督徒會
堂 ( 牧者為王明道先生 ) 作禮拜，從小參加
主日學，同時是主日學班長。
年輕時的王永信，看到宣教士的愛心善
行，另一方面也看到大陸被列強欺壓，心中
充滿不平。1949 年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
戰後逃到香港，過程中，看見許多戰爭帶給
百姓災難，神在他心中擺下負擔，王永信因
而更加深信「唯有福音才能救國救民」！
28 歲時，王永信開始全職傳道。他提
到：「我只是個還債者，如此而已。」因他
看見，19 世紀末帶著福音進入大陸的西方
宣教士，受到攔阻，2 萬多華人基督徒遇難。
「西教士對我們付了很大代價，所以我們今
天做華人基督徒的，絕對不能忘記這個恩
典。」
他曾說，保羅是個開荒宣教者，當學習
這榜樣，特別注重「未得之民，未得之地」。

～思牡札記～

日 行 一 善
7月19日（週
六）
上午九時多我
去"何處覓小館"轉
交海灣華人教會的
支票，見到晚晴公寓的王伯母，推著助行
器來買涼麵兩盒，她說：「還想去洗髮，
天氣酷熱，走得一身大汗！」我說：「王
伯母，我載你去！」王伯母洗頭做頭髮，
半小時後完成，她很高興，走出來抬頭看
看招牌是黃金髮廊「隔壁是"鑫誠"，我常
常來此喝豆漿。」。我扶她上車坐好，送
她回晚晴公寓二期，見大廳沙發上坐有多
位長輩在聊天，筆者也停留一會兒功夫與
長輩們寒暄。王伯母目送我離去，她才進
屋休息。回程途中，心裏感到溫暖，不禁
響起「日行一善」。
7月23日（週一）真想念他
在角聲辦公室收到電話：「潘師母，
我是司提夫牧師，我聽Peter Yang（楊鐵
城弟兄）告訴我潘牧師回天家與主同在去
了。」「是的，很久沒有聯絡你了，潘牧
師生前早禱時常為你回迦納傳福音禱告」
「我也是在迦納時，天天為潘牧師禱告，
真想念他！明天我們夫婦會去第一台灣基
督教會」「我明天(周二)去第一教會和你
們夫婦見面，再談。」

Steve 牧師夫婦
7月24日（週二）
上午十時，見到來自西非洲迦納的司
提夫牧師，太太Anges是退休護士，Anges
見到我像見到親人似的歡喜擁抱我。猶記
得司提夫牧師，約17年前參與接送休士頓
海港的華人海員來中國城買東西，也安排
海員們去參觀不同教會，讓他們有機會聽
聽耶穌基督的福音，當年他星期三開車接

送海員們七、八位來西南國語教會，我們
當晚是有禱告會，潘牧師和教會同工們就
向海員們個人談道、佈道，司提夫牧師雖
然不會說華語，但他有顆愛人靈魂得救的
心，他默默懇切的禱告，他常電話聯絡潘
牧師，彼此有美好情誼。我們也常為他感
謝神，祂使用這位非洲的牧師來關愛我們
華人的靈魂。司提夫牧師說「每年我也回
西非迦納，向自己同胞傳福音，為有病的
做醫治禱告，Peter楊弟兄也曾隨我們夫婦
去迦納傳福音兩週哩！」楊弟兄說「以前
我們去西區中國教會作禮拜，也隨陶海麟
牧師去休士頓海港向海員傳福音，因此結
識了司提夫牧師」。
◎賺錢有術 身體要顧

Herliner 生日快樂
今天中午12:30應美秀邀請我和她們母
女一起在“金冠”吃午餐，慶祝她女兒的
生日。
在“金冠”巧遇馬秀香、畢可華夫婦
和兒子夫婦，孫子女們全家聚餐。秀香說:
「退休後，很無聊，又去打工了，故主日
少到教會做禮拜」，我勸勉她說:「賺錢有
術，身體要顧，靈命更要天天餵養啊！」
她說「小的遵命！」
他們夫婦昔日作外賣經營炸雞店，全
家四口投入，忙得不亦昏乎！好不容易熬
出頭，該退休享福了，豈知秀香笑著說:
「勞碌命，閒不下來，退休後，沒事幹，
也很無聊的！兒孫也都長大了！所以，我
又出去打工，打發時間。」
9:20pm五位印尼姐妹們她們下班後
結伴來美秀家慶祝Herlina生日快樂，帶來
印尼食物共享，魚丸湯，雞肉、油菜、細
麵（長壽麵），烤雞翅，蛋糕。看到她們
好姐妹歡喜祝福聲彰顯在們的臉上。11時
多才離去。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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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人，不管是哪一國哪一族的人，
沒有聽見福音，保羅都感覺到欠他的債。」
於是，「還債」的想法在王永信心中越來越
強烈，並成為他一生宣教的最大動力。
無論是希臘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
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
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馬
書 1：14-15
「還債的感覺，就等於全世界的教會
都是你的債主，你在還債，你要對得起他
們！」王永信說，要練習在主的面前誠實地
省察自己，「人就是人，百分之百純的太
少！都有點渣滓，我必須第一個就承認。」
1957 年，王永信聽到神對自己說：「你
要為本國之民大發熱心」。
1959 年，他移居美國接受神學裝備。
1974 年，聖靈感動 70 多位華人教會領
袖於「洛桑世界福音會議」，領受「華人教
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的
異象，發起「世界華人福音運動」（華福運
動），王永信正是其中一人。
有大異象、會寫文章、講道 同時是
「大事也做，小事也做」的人
1985 年，王永信接受世界洛桑福音事
工委員會之邀，擔任副主席，於 1987 年擔
任該運動的國際主任，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
華人牧師承擔如此重任；後於 1989 年創立
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及大使命中心。
「他常常會教導我們，能夠與神同工，
能夠侍奉的話，是神的恩典。」大使命中
心會長陳惠文博士表示，王永信不單單是有
大異象、寫文章、講道的人，同時也是一個
「大事也做，小事也做」的人。
其一生都在尋求最有效的宣教方法。
60 年代中期，他有感電視越洋傳福音的果
效，因此特別撰文介紹這個新興的大眾傳播
媒介，提醒教會需培育電視專業人才。2014

全球 40 天禁食
我們相信面
臨全球性危機的
這一刻，罪惡充
斥這時代就像挪
亞時代，（戰爭
的威脅，恐怖分
子的攻擊，一個
一個國家通過同
性婚姻合法化，
混亂以及謊言充
斥這時代）我們
的神正呼召祂的
教會進入合一的禁食祈禱，來打開天門釋放
神的拯救來到全球，求神介入攔阻撒旦國度
的軍隊繼續前進破壞挑釁國與國的和諧關
係以及毀掉我們下一代的屬靈根基。
我們需要有一個極大的屬靈覺醒。於是
我們連結不少列國屬靈領袖包括 :•
- 加拿大全球回家團隊召集人戴冕恩牧
師•
- 臺灣靈糧全球使徒性網路團隊主席周
神助牧師•
- 香港馬建明牧師•
-ICEJ 總裁猶根布勒•
- 韓國大地教會李在訓牧師•
- 日本伊藤牧師•
- 美國慕主先鋒教會江秀琴牧師•
- 以色列的 Asher Intrater 牧師•
- 耶路撒冷萬國禱告院的湯海士牧師
Tom Hess 等牧者。他們都願意參與並一起
推動今年 8 月 1 日起連續全球 40 天禁食的
禱告。在這關鍵時刻，也就是在 5778 年最
後 40 天，我們全球的教會與以色列彌賽亞
信徒，能在一個新人 ( 本樹的枝子與野橄欖
的枝子同時接在本樹上 ) 對齊下，首次一齊
40 天禁食禱告，相信將帶給父神極大的喜
悅，確信神會將列國賜給我們為基業，地
極成為我們的田產。我們相信全球這樣 one
new man 的合一，會帶來極大的屬靈權柄與
聖靈的能力，來禱告以及完成大使命。
為什麼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 ?
1. 全球道德急速的墮落敗壞，罪惡洪流
衝擊人類甚至教會。禁食是表示為過去所犯
的罪哀傷和悔改。（撒上 7:6；珥 2:12-15；
拿 3:5）此時非常需要全球眾教會跨族裔、
跨宗派同心合意地禁食禱告並悔改，如同歷
代志下 7:14：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
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
的地。我們也需要為各國曾是基督教的國家
陸續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罪悔改。世界各
國在連續通過全國同性婚姻 , 活在迷惑謊言
裡，需要真理的光照。因為撒旦一直在透過
憲法的改變取得合法統治的權力，建立牠的
王國。
神要求摩西在西乃山禁食 40 天，西乃
山的禁食改變所有歷史，神的律法由天上被
釋放到地上。如果世界各國要回轉歸向神，
需要禁食禱告求神恢復律法，使其成為真理
的根基， 特別求神轉化曾是基督教的國家。
以下全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多數是或曾
是基督教國家。
同性結合
[ 隱藏 ] 已經或預計實行同性婚姻
全域性同性婚姻國家
荷蘭
比利時 西班牙
加拿大
南非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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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曾在美國創世電視開播典禮中，呼籲
「媒體宣教」的重要性。「電視、網絡、臉
書，這一切是神給我們的工具。」
當時王永信指出，網路被人使用最多的
部分，不是為神，而是為世界、享樂、犯罪、
政治、賺錢，他嚴厲直指，這是教會的羞
恥，自己也為此感到羞恥。
王永信曾提到其心中最大的盼望：
第一 以普世宣教為最大宣教目標，不
以本地建教堂為滿足。
第二 更多青年華人基督徒全時間奉獻
做傳道人。
第三 每一位華人的基督徒無論做什麼
職業，都是要為主而活。
其著作包括《美國，歸回真神》、《從
永遠到永遠》、《真道手冊》等。2013 年，
接近 90 歲高齡的他，親身到東歐羅姆人 ( 過
去被稱為吉普賽人 ) 社區中探訪，推動華人
教會關心該族群事工。
為什麼高齡 90 歲的王永信，依舊不停
止宣教腳步？他曾說：「勸我不做的，比鼓
勵我做的更多」，你要為眾教會做一件事
情，不能夠因為幾個人這樣子誤解，就停止
了那個大的工作，那就正中魔鬼的下懷。
如今，這位眾人眼中的神僕離開了人
世，然而，以永恆的眼光來看，他是榮歸天
家！
豐收華夏基督教會牧師張伯笠提及王永
信對這一代的影響：「那一代人是站得很高
的，他們屬靈的生命，對年輕一代的影響，
對聖經的學識，對西方教會，西方世界的了
解，是我們這代人趕不上的，這是上帝特別
揀選那一批人。但是感謝主，我們有榜樣，
我們有標竿，我們可以向著標竿直跑。」
（文載自［基督教今日報］

瑞典
阿根廷
法國 [2][3]
盧森堡
哥倫比亞
瑪律他注

葡萄牙 冰島
丹麥 [1] 巴西
烏拉圭 紐西蘭
美國 [4] 愛爾蘭
芬蘭
德國注
中華民國 ( 臺灣 )

2. 代下 20:1-30；大敵臨近，約沙法王
定意尋求耶和華的幫助 , 在猶大全地宣告禁
食。神派伏兵為他們爭戰，我們特別要在這
時刻推動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為世界各國
脫離目前蓄勢待發的戰爭的危機以及全球
面對恐怖分子的攻擊。
3. 當耶穌禁食 40 天，抵擋撒旦的試探，
結束禁食滿有聖靈的能力服侍。坐在黑暗中
的就看到大光。我相信全球的教會進入 40
天禁食後，聖靈要在這時刻潔淨祂的教會並
要興起剛強得勝的不向罪惡妥協的教會，帶
領他們進入大收割裡。40 天禁食後，聖經
說耶穌帶著聖靈的大能返回加利利。( 參路
加福音四 14) 約珥書第二章的應許是，禁食
之後，祂會將祂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相
信全球 40 天禁食禱告必定帶來屬靈的覺醒
以及聖靈的能力完成大使命。復興的火焰燃
燒這時代的百姓。
4. 天災人禍會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地
震 . 暴風雨 . 水災 . 火災 . 族群戰爭 . 糧食危
機 ) 我們需要進入全球性 40 天的禁食禱告
季節，求神憐憫。當黑暗遮蓋全地時，我們
同心合一的禁食禱告會看到神延後審判並
帶來國家的轉化。
我們想一想若全球的父母同一個時間一
起來為他們自己的生命悔改並從容許性犯
罪、色情書刊、食物與娛樂上癮、物質主義
中得潔淨也為下一代禁食禱告，這會發生什
麽事？如果年輕世代禁食 40 天，從淫亂、
媒體上癮、悖逆父母中得潔淨，相信聖靈雙
倍的恩膏將會澆灌在兩代當中。神要打破黑
暗的權勢在家庭中持續性的的破壞及掌權。
全球教會同一個時間為 7 個山頭禁食禱告，
神要奪回全球 7 個山頭的統治權。
如果全球的教會不在此時危機的時刻一
起來禁食禱告，眼看著各國的同性婚姻合
法化，我們將會繼續失去我們的的真理的立
場，失去我們的下一代，道德標淮將會越來
越墮落，恐怖分子的攻擊越來越嚴重，國與
國的衝突將會演發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進入戰爭。
當我們進入全球的合一禁食禱告，互相
守望，我們的神，偉大的神，無所不在，無
所不能的神將釋放祂的軍隊為我們打那必
贏的戰，攻破黑暗的權勢在這個季節要做的
破壞的工作。
在此特別邀請您參與我們全球 40 天禁
食禱告。並且將您的通訊資料 經由網上註
冊或電郵 : global.fastnpray@gmail.com 寄給
我們。我們計畫每年會有—次全球 40 天的
禁食禱告，盼望列國都能參興。您的參興合
一禱告會帶下聖靈的復興及轉化進入您的
國家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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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 1 歲後 母乳餵養如何安排
午餐 中午的辅食应该是一天
中最丰盛的了，除了基本的，还可
以给宝宝增加一些肉类，碎肉末、
碎菜末、动物肝脏、温开水、水果
汁、菜汁等都是中午必备的。
下午茶 到了下午，宝宝可
能会有一些饥饿感，给他喂一小
碗软饭，再加一些碎肉末、碎菜
，美味就这样出来了，最后最好
加半个鸡蛋。期间可以让宝宝多
喝白开水，吃点水果。
晚餐 晚上 6 点的时候，宝宝
可能要吃晚饭了，宝宝要吃面条
的话，那就更好了，来一小碗面
条或面片汤都行，5 到 7 个小馄饨
也是棒的，动物的血、肝、肉类
、蔬菜都还可以继续给宝宝吃。
晚上加餐 夜间，如果宝宝
娇嫩的小肚子又咕咕叫了，就
给他喂一些面食类，如一小块
馒头或面包，还可以试试少量
宝宝吃母乳到多久才最好?太早断奶 营养无法全部满足孩子的生长发育需要
的磨牙食品，为了让宝宝更好的入睡
，担心宝宝吸收不到营养，身体差;坚持 ，因此专家建议大家添加辅食，但是并
，牛奶是必不可少的。
喂到宝宝一两岁吧，对于职场妈妈来说 不意味着母乳就没有营养了!
相反，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总量是不
，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母乳可早中晚作为加餐
变的，如果乳汁因宝宝添加辅食而减少，
虽然 1 岁后的宝宝已告别乳儿期，
0-2 岁宝宝，母乳是最佳食物
则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反而显得更高。
但乳类仍是宝宝每天应该选择的，母乳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就坚持到自
新生儿在出生后至 2 岁之间母乳喂
可早中晚作为加餐，继续为宝宝提供丰
养为最佳食物，有助于增强孩子的抵抗 然离乳吧!
富的营养。
力，减少疾病发生，建议妈妈们能坚持
上午和下午各加一次的水果或是点
宝宝1岁以后，母乳喂养怎么调整?
尽量多坚持喂养母乳。看看母乳的营养
心，早、中、晚各加一次的奶，可以把
价值有哪些
跟大人同餐
各餐和喝奶错一下时间，就是 早餐 后
>>6 个月前的母乳宝宝，有着妈妈身
宝宝现在就可以和大人一起吃饭了
半小时喝一次的奶，或是醒来先喝奶，
体带来的抵抗力+母乳给予的抵抗力双重 ，只是他的饭要软、烂、细、碎，味道
半小时后吃早餐，有些早餐，比如鸡蛋
保护。这个抵抗力可以保护宝宝在半岁 淡一些就可以了。让宝宝和家人一起吃
、蛋糕、面包类的食物，可以和奶同时
内免受一般疾病的侵袭。
饭，更有利于培养宝宝良好的饮食习惯
进行，中午可以先吃午餐，睡醒后喝一
>>6 个月后的宝宝，妈妈身体内带来 。
次的奶，晚餐可以正常吃饭，睡前一小
的抵抗力消失，需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1 岁宝宝的饮食，主食以大米蔬菜肉
时喝奶。
，此时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就会显得尤 为主，奶为辅食。
母乳加餐时间表
为重要。
蔬菜水果都是必备的，其他蛋白质
6：00～6：30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升
>>充分母乳喂养的宝宝身心发展更 、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也是首选。像粥
(+谷物);
为健康，过敏和消化不良较少，成年之 、面条、面片、包子等应该是主要的，
9：00～9：30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
后慢性病风险较低。
其他的配方奶、水果汁、菜汁、菜汤、
升+水果;
>>母乳中的营养素除了传统认识的 白开水、鱼肝油、肉汤、磨牙食品、肉
12：00～12:30 饭菜;
营养作用外，还有生物学作用，比如有很 末、碎菜末、肝泥、动物血、豆制品、
5：00～15：30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
多活性物质，如抗体、酶等，这些营养素 蒸全蛋、小点心等也是不错的。
升+水果;
的活性作用，是配方粉无法比拟的。
18：00～18：30 饭菜;
宝宝一天下来该怎么吃?
>>母乳中丰富的脂肪种类，还可促
21：00～21：15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
进婴儿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成熟，调控
早餐 晨 6、7 点，宝宝除了喝奶，
升;
免疫系统发育，更有预防成年期心血管 还可以喝一点牛奶或配方奶，吃一点菜
21：15 刷牙，按时睡觉。
疾病的作用。
泥也行;8 点到 11 点之间可以给宝宝增加
总之，母乳一样好东西，只要条件
当然，也有妈妈有疑问，母乳 6 个 小点心、粥、菜汤、肉汤、水果、鸡蛋
允许，就坚持到自然离乳吧!把最好的营
月或者 1 岁后就没营养了吗?
等，这些种类多样的食物能让宝宝体内
养留给宝宝!。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6 个月后的母乳 的营养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母乳喂养最佳时间为几个月
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对于
宝宝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母乳的
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喂奶姿势对
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说是不太了解
的，那么，母乳喂养最佳时间为
几个月？
母乳喂养最佳时间为几个月
母乳喂养最好到宝宝8个月到
1 岁左右，到孩子 6 个月的时候逐
步给他添加辅食。给宝宝断奶最
好的时间在 8 个月到 1 岁左右。如
果宝宝在吃母乳的同时，添加了
辅食，并且接受辅食情况良好，
也可以推迟断奶，最晚可以到 1岁
半。但是如果宝宝身体状况较差
或生病时，尤其有过敏体质或肠
道有问题的宝宝，建议妈妈哺乳
至1岁以上，这样有利于宝宝身体
恢复。
一般情况下，如果妈妈选择
在 8 个月的时候给宝宝完全断奶
，那么可以从 6 个月开始，逐渐
减少哺乳次数，并以辅食等代替
。另外还要注意断奶的季节，妈
妈最好选择春秋两季，这时候气
温不高不低，比较适合给宝宝断
奶，宝宝也容易适应。
职业妈妈的母乳喂养时间：
现在我国最新产假规定为 98
天，这意味着很多新妈妈在哺乳
期内就得去上班。对于职业妈妈
来说，哺乳宝宝到 1 岁左右是最
好的。职业妈妈可以在上班前，
用手或吸奶器将乳汁挤至消毒过
的奶瓶中，然后存入冰箱。当宝
宝肚子饿，需要吃奶的时候，家
人就可以帮忙把母乳用热水慢慢
温热，然后给宝宝吃。另外，冷
藏过的母乳一旦加温后，即使没
有喂食，也不能再冷藏，必须丢
弃，不要舍不得。因为吃下这些
反复加温的母乳，会对宝宝身体
不好。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
，大多数西方女性给宝宝母乳喂
养一般都至少 3-12 个月;世界上其
他一些国家，宝宝吃母乳到 2 岁
或更长时间都很正常。其实母乳

喂养涉及到很多个人实际情况和
情感，现实中可能会有多因素影
响到你是否继续给宝宝母乳喂养
，但是不管如何，都要尽可能延
长母乳喂养时间，对你、宝宝的
健康都有好处。
母乳喂养多长时间?相信通过
以上内容的介绍，大家已经有所
了解。母乳喂养的好处多多，所
以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让母乳
喂养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也不是
说可以一直喂养下去，最好是在
1 岁半之前都进行母乳喂养。
喂奶的四种姿势
1、摇篮抱法。在有扶手的椅
子上坐直，将孩子抱在怀里，用
前臂和手掌托着孩子的身体和头
部。喂右侧时用左手托，喂左侧
时用右手托。放在乳房下的手呈
U 形，不要弯腰，也不要探身，
而是让孩子贴近你的乳房。这是
早期喂奶的理想方式。
2、交叉摇篮抱法。与第一种
类似，但喂右侧时用右手托，喂
左侧时用左手托。
3、橄榄球抱法。如果你是剖
腹产，或者乳房较大，这种方式比
较合适。将孩子抱在身体一侧，胳
膊肘弯曲，手掌伸开，托住孩子的
头，让他面对乳房，让孩子的后背
靠着你的前臂。为了舒服起见，可
以在腿上放个垫子。
4、侧卧抱法。疲倦时可躺着
喂奶。身体侧卧，让孩子面对你
的乳房，用一只手揽着孩子的身
体，另一只手将奶头送到孩子嘴
里。这种方式适合于早期喂奶，
也适合剖腹产的母亲。
在孩子未满 3 个月前最好不
采用卧位哺乳。因为小婴儿的头
、颈部力量均很弱，一旦母亲哺
乳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乳房堵
住了孩子的口鼻而孩子又没有足
够的力量避开，就可能因窒息而
发生意外。只有当孩子 4 个月后
，才具备抬头躲避和用手推开母
亲乳房，或用身体动作将母亲惊
醒的能力。

致沒有走到最後的妳：妳的名字是我青春的代名詞
每个人的一生里面总会有几个难忘的人，不
管是否还有联络，或者早已渐行渐远。在一段时
间过後，你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他，可是你
心里一直都清楚知道，他在你心里的地位是永远
不会变的。那些年，是他教会了你爱；那些年，
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爱人。
每个人的一生里面总会有几个难忘的人，不
管是否还有联络，或者早已渐行渐远。在一段时
间过後，你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他，可是你
心里一直都清楚知道，他在你心里的地位是永远
不会变的。那些年，是他教会了你爱；那些年，
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爱人。
「但也许，青春成为一种印记，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版本和诠释，深深烙印在生命底层， 我们
保留了自己想要拥有的部分，我们变成了现在这样
的人。 於是，青春永恒的封存在记忆中，无法删
除，不能取代。」—张曼娟《青春》。
其实想不起来了，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
什麽样的场景，因为不仔细看的话，他瘦瘦的身
躯与并不是那麽突出的身高，很容易被埋没在人
群中。他甚至不是一般人眼中所谓的帅哥天菜，
但他有一双好看的眼睛，笑起来总是眯眯的，眼
角好像会说话。遇见他之前好像没有什麽梦想是
最想实现的，但遇见他之後，总是希望可以就在

某一个时刻永远停止，待在他身边不要离开了。
那时候我们眼中的爱情都还在迷雾之中，你伸手
不见前方，或许我们会有迷惘的时刻，伸手不见
五指，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在你身边与你一起前行
，所以即使迷惘害怕，你也能从其中感到一丝甜
蜜，心甘情愿。
因为遇见他，你开始知道在乎与被在乎是
什麽样的感受。因为遇见他，你开始觉得原来这
个世界还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和心情。因为遇
见他，你会更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变好，只为了能
让彼此留在身边久一点时间。因为遇见他，你开
始知道爱情不是只在情歌中听到，电影里看到，
你的生活里，每一天每一天都在体会着。也因为
这个人，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好的、坏的。因
为这个人，你也有可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
好，或是因为这个人而学会了自重自爱，你会开
始拥抱这个世界的不美好。因为有他，你好像什
麽都可以做到。
然而那时候的你太年轻，不管怎麽努力却还
是走不到一起，你知道你们就到这里了。可是你
也知道，你这辈子不会忘记这个人。你也许不记
得第一次遇见的情景，却记得他向自己走来的每
个刹那；不记得那时候爱听的每首歌，却记得他
曾唱给自己听的那首；不记得自己多怕热多怕晒

伤，却记得他在球场上奔
跑的身影和牵着手一起走
过的大街小巷；不记得自
己在遇见他以前曾经嫌日
子无聊，但你记得有他的
时候你总是不无聊，每一
天都甜得像空气里弥漫着
糖。
致没能和我走到最
後的你，亲爱的你，最
後的最後是什麽样的情
景，就当作，已经忘记
了的不再提起。你就是
那种让人记起来以後又
太难忘的人，和你一起
度过了温暖的时光，那
些美好的细节，都牢牢
扎根长在心口上最柔软
的部分，然後就知道这是必须守护的什麽，因
为是你教会了我爱情。
在那样的时光里我们都还没有被世界伤害得
太重，还以为温柔是一种能力而不是选择，庆幸
是你拥有过我最纯粹的温柔，还好我赶上了我们
的相遇。《左耳》里面有一句话说：「爱对了是

爱情，爱错了是青春。」，我不知道我是爱对或
爱错了你，我只知道，我庆幸我生命中曾有过你
。
致没能和我走到最後的你，不管你是否知道
，你是我最美的遗憾。如果有一天你问起，也许
我会告诉你，你的名字和我的青春等同於一个场
景，我在那个场景里好好爱过你了。

妳沒有什麼不好，只是他不喜歡妳
全心全意地喜欢一个人，但对方却怎么
也没被你的真诚所感动。爱情有时候真的不
是努力就能有结果的，在现实面前虽然残酷
，但结果就摆在那，谁也不应该勉强。
人们总说着缘份、缘份，但没有想过的
是，能够走到一起的人，除了有缘更重要的
是有份。你遇到了他，你喜欢他，你体贴他
，却因为他的态度不明日日怀着不安。你不
知道自己要多努力，多乖巧体贴，多麽温柔
懂事或是风情万种才能让他多看你一眼。他
喜欢的你都努力做到了，他不喜欢的你都尽
量避免了，但最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向
别人。
你没有不好，你很勇敢，你已经做了
所有能做的事了，现在该要接受事实了。就
像失恋一样，但差别在於你不曾真正拥有过
他，这是个遗憾，但也是件好事。所以难过
一天就好了，明天是新的一天，答应我眼泪
不要再掉下来。你要记住。

1. 相信自己值得被珍惜

你为他做的付出从这一刻开始可以停
止了，你没有做错，错的只是你把温柔给错
人了，可是没有关系，给错了可以收回，好
好留着最好的自己，有一天会有一个人出现
，然後告诉你，关於你的所有从今以後由他
来珍惜。

2. 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没有他又有什麽关系，你的美丽与坚强
足以独当一面，你可以照顾好自己，你有朋
友，你有家人，还有你的生活，单身有什麽
关系，今天开始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再也不用顾
虑他喜欢或不喜欢。

3. 未来有更多值得期待
你一点都不缺对自己好的人，当然也不
缺喜欢自己的人。这个人已经错过你了，你
不能再错过自己。让自己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才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好好地遇见对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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