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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風濕病風濕病

UCA (美國華人聯合會）會長薛海培
日前訪問本報，介紹該會宗旨及成果

(圖與文)中華民國駐英代表林永樂本月八日于倫敦舉行的第廿三屆世界女記
者女作家 協會(簡稱AMMPE)年會，接見來自台灣的代表團，巧遇美南地區的石
麗東，由於林大使曾任休士頓經文處處長，故以 「老朋友」 相稱，當日議程結
束後，駐英辦事處假倫敦市立大學舉辦酒會接待出席AMMPE會議的數十位代
表及該校師生，一同觀賞智利知名女記者在台北訪問蔡英文總統的錄影片斷。

林永樂，政大國貿研究所碩士，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碩士，七十年代
晚期進入中華民國外交部工作，曾派駐休士頓經文處處長、駐印尼代表、駐歐
盟兼比利時代表、外交部長等職，記者請教他任職倫敦兩年的心得，這位專業
資歷完整的前部長四平八穩地回應: 這是世界大都，五光十色，什麼都有，值得
觀看，值得開拓的空間很多！(石麗東）

(本報訊)主題: 風濕病
講員: 陶翔醫師
時間: 12月1日,星期六,下午2-4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大部分風濕病都與免疫系統失調有關，與天氣變化或年紀大

沒有很直接的關係。風濕病是一個廣泛的統稱，任何與關節痛有

關的病症，例如：類風濕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強直性脊椎
炎、骨關節炎、硬皮病及痛風等都包括在內。以上的病症與免疫
系統失調有關，患者因本身的免疫系統出現問題，免疫細胞過度
活躍自我攻打，導致正常的關節、肌肉、皮膚或血管發炎。風濕
病在壯年期的發病率很高，某些病徵甚至會出現於兒童身上，患
者的關節會出現疼痛及僵硬現象，但他們可從飲食及日常運動入
手，紓緩症狀。

陶翔醫師在中國湘雅醫學院畢業取得臨床醫學博士學位，
然後來美國取得了生物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在德州大學醫學院接
受內科住院醫師訓練，獲得內科醫學執照。然後在風濕免疫科做
專科培訓， 取得風濕免疫科的醫學執照。從2003年開始，他在
西南赫曼紀念醫院擔任主治醫生，也在該醫院的第二門診大樓開
設自己的私人診所。

林永樂出席第廿三屆世界女記者女作家 協會(簡稱AMMPE)倫敦年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成立才兩年，
已在美國政治、文化、經濟圈全面維護華
人權益，促進華人社區提升和發展及促進
美中關係的正常發展的 「美國華人聯合會
」（UCA )的會長薛海培，於日前訪問本
報，並參加民主黨設在 「姚餐廳」的慶功
宴。

薛海培會長表示：UCA 於二年前在華
盛頓（DC )成立，其成立的宗旨：在全國
各地華人社區，在美國政治、文化、經濟
方面全面維護華人利益，促進華人社區的
提升和發展，及促進美、中關係的正常發
展。

薛會長表示：短短二年，UCA 已作了
三件維護華人權益的大事，包括：（一 ）
華人科學家陳霞芬案，（二 ）Temple

University 物理系教授郗小星案，他們被美
國聯邦調查局（FBI )誤認為中國間諜，
UCA 出面為他們平反。另一件是普林斯頓
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王夕越，他因研究伊朗
一百年前的宮廷歷史，赴伊朗實地探察伊
朗前宮廷歷史，被伊朗政府所抓，判刑十
年，該營救案件UCA 現還在進行中。

薛會長表示：半年前，FBI 局長在國
會作證，聲稱中國來的學者有問題。為此
，UCA 已發動全美 14 個最大的亞裔組織
與FBI對話，近期會有進展。

薛會長表示：UCA 在全國舉辦很多講
座，上個月才在休士頓才剛舉行過，他們
將在全國範圍內舉辦一系列與華人生活有
關的講座及活動。

圖為圖為UCAUCA 會長薛海培會長薛海培（（右右））於日前訪問本報於日前訪問本報，，與與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左））相見歡相見歡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UCAUCA會長薛海培會長薛海培（（右二右二））本周三參加休市民主黨在本周三參加休市民主黨在 「「姚餐姚餐
廳廳」」 舉行的慶功答謝宴舉行的慶功答謝宴，，與與（（右起右起））宴會召集人民主黨財宴會召集人民主黨財
務務Helen Shih,Helen Shih,休大教授李堅強休大教授李堅強，， 「「Keller Williams RealtyKeller Williams Realty
」」 負責人王藝達女士合影負責人王藝達女士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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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社區中心舉辦 「醫療保險講座」
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向僑界人士主講

休士頓角聲中心於休士頓角聲中心於1010月月1313日下午日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在角聲辦公室舉在角聲辦公室舉
辦辦 「「美國醫療保險講座美國醫療保險講座」」 。。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向僑界人士說明有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向僑界人士說明有
關健保資訊關健保資訊。（。（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接11/23 B3)誰能獲得Medicare D部份
？ 主講人曾惠蘭博士解說，任何人祗要有Medicare A部份或B部
份均有資格參加處方藥保險。 Medicare D部份為可選擇的保險
，須單獨按月支付保費。有些收入較高，支付的保費也高一些。
許多人透過Medicare Advantage計劃獲得D部份保險。 聯邦醫療
保險D部份：透過私營公司提供幫助用以支付處方配藥費用。
優點：. 您獲得幫助用以支付處方配藥費用。.如果您的計劃協商
達成較低的藥物費用並將節省的錢轉給您，您就會省錢。.重額
承保保護您免於支付極高的配藥費用。缺點：.計劃福利-包括保
費、自付扣除金與定額手續費等每年都可能更動。.計劃與計劃
之間的費用總額差異可能十分巨大。.每一項計劃都有一份其所
承保藥物的目錄。目錄可能各不相同。 D部份兩個重要概念。2.
費用分攤：.您的費用分攤層次隨著您使用藥物費用總額的變動
而更動。.費用總額=您支付的數額+計劃所支付的數額。使用副
廠藥是降低您的費用，避免或延遲進入承保缺口的有效方法。
您支付一部份，計劃支付一部份：第一步：您與計劃分攤費用，
一般是以定額手續費的形式，一直到您的合併總額達到$3820. 不
同的計劃此數額可能也不相同。此一階段有時也稱作（初始承保
階段（initial coverage period)。 您支付 100%，（35%Brand,44%

Generic):第二步：您支付計劃藥物折扣費用的
100%，直到您的年度配藥自付費用達到$5100
（2019年） 「承保缺口」（coverage gap)或 「圈
餅洞」（doughnuthole).計劃支付$0. 您支付一點
點，計劃支付大部份，第三步：所有藥物您支付
很少的定額手續費或共同保險數額，直到年底。
計劃支付其餘部份（重額承保）（catastrophic
coverage).($3.4-8.5 or 5%). 請注意：上列數額是
2019年一般計劃的通常數額。

曾惠蘭主講人談到，聯邦醫療保險輔助保險計
劃：幫您支付傳統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與B部份
分攤費用的私營保險。也稱作聯邦醫療保險補缺
計劃（Medigap)。優點：.根據計劃的具體情況，
您的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與B部份醫療護理自付
費用的部份或全部獲得承保。.在您的開放註冊
期，您有保證權利購買一份聯邦醫療保險補缺計
劃（Medigap)保險。.因為您每月支付可以預計的
保費而不是難以預測的分攤費用，因此對您的預
算很有幫助。 缺點：.計劃的保費可能每年更動
。.獲取同樣承保的費用可能相差很大。.某些情
況下保費會隨著您的年齡增長而增加。.如果您

過了開放註冊期之後才申請承保，您可能會因為健康狀況遭到拒
絕。

應在什麼時候申請Medicare? 曾惠蘭主講人解說，.如您現在
還沒有領取社會安全福利，則應在您的第65個生日之前，大約
提前三個月與社會安全局聯絡以登記申請Medicare。即使您並不
計劃在65歲時退休，也應登記申請Medicare。 如您已經在領取
社會安全福利或鐵路退休委員會提供的福利，社會安全局在您獲
得Medicare參保資格之前，提前幾個月與您聯絡，向您提供相關
資料。.如您生活在美國五十州中的一個、華盛頓特區、北馬里
亞納群島、關島、美屬薩摩亞或美屬維京群島，社會安全局會自
動為您辦理Medicare A部份和B部份的參保手續，但是，因為您
必須為B部份保險繳交保費，您有權拒絕此項保險。社會安全局
不會自動為您辦理Medicare處方藥計劃（D部份）的參保手續。
D部份為可選部份，您必須作出選擇。要暸解有關Medicare的最
新資訊，請訪問下面的網站或致電下面列出的免費電話。.網站
： www.medicare.gov 免 費 電 話 ： 1-800-MEDICARE
(1-800-633-4227). 打字電話：1-877-486-2048. .註：如您未在
取得參保資格後立即辦理B部份和D部份的參保手續，則在您擁
有B部份和D部份保險期間，均可能須為延遲參保而支付罰金。

另外，您可能必須等待一段時間才能參保，從而延遲取得保險。
波多黎各或外國的居民不會自動獲得B部份保險。這些居民必須
選擇參加此保險。要瞭解更多資訊，請閱讀 「Medicare」（ 「醫
療保險」，第05-10043號出版物）。

曾惠蘭主講人說明，參加美國健康保險各種資格：1. 65歲
以上，是美國公民，或有綠卡，在美國工作十年以上者- 可參加
聯邦醫療照顧計劃Medicare。 2. 65歲以下，是美國公民，或有
綠卡或工作卡，- 可參加奧巴馬健保計劃 Obamacare。 3. 65歲
以上，是美國公民或有綠卡5年以上者，沒有在美國工作十年以
上者，- 可購買聯邦醫療照顧計劃Medicare。 4. 65歲以上，是
美國公民，符合州政府貧窮線低收入資格者- 可申請州政府補助
計 劃 Medicaid(Under 18, low income, 美 國 公 民 ， preganant;
CHIP-PR, low income-$35k)。 5. 65歲以下，是美國公民，有殘
障証明，超過24個月以上者- 可獲得聯邦醫療照顧計劃Medicare
。 6. 65歲以下，非美國公民，沒綠卡，有合法在美身分者- 可
購買奧巴馬健保計劃 Obamacare(off exchange,或稱 non market-
place)。 7. 65歲以上或以下，非美國公民，沒綠卡，剛來美國未
滿2年者- 可購買非營利事業健康保險或旅遊保險，Short Term
短期1年保險，需要資詢或申請協助者請致電832-419-2084（可
講中文或英文）。

如何申請Medicare:聯邦醫療卡，曾惠蘭主講人解說，.條件
：65歲以上，在美國工作10年以上。1. 65歲生日的前三個月去
社安局申請Medicare Card也就是聯邦醫療卡，也稱紅藍卡https:
//www.ssa.gov/medicare/apply.html。 2. 45 天後，收到紅藍卡，
就可以選擇需要的Advantage Plan或是Supplement Plan(亦稱Me-
digap) 如果需要申請可電832-419-2084. 3. 還需要購買Part D(處
方藥計劃），需要申請者可電832-419-2084。

主講人曾惠蘭博士提到2019年的最新資訊，2019年新增加
了1月1日至3月31日的開放申請期間，這是和以往最大不同的
地方，這期間是允許已經有醫療保險優惠計劃（Medicare Ad-
vantagePlan)的人想要轉到其他計劃，或取消原優惠計劃再申請補
缺計劃（Supplement Plan)或轉回到傳統醫療保險計劃的時期，但
是如果不是已經有優惠計劃而想要在這期間申請任何計劃都是不
被允許的。另外2019年有關Medicaid醫療補助計劃也有新的規
定，就是將以往每個月可以更改計劃改為一年只能最多更改三次
，就是2019年1月到3月可以改一次，4月至6月可以改一次，7
月至9月可以更改一次，其他時間不允許更改。 有關老人醫療保
險新的卡已將每人的原號碼是社安號的全改為新號碼，將陸續從
4月起分區一個個寄出，凡收到新卡者可以銷毀舊卡，新卡將規
定於2020年1月1日每人都必須開始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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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佳超市七週年慶典感謝有你同在百佳超市七週年慶典感謝有你同在
(本報訊)百佳超市打造良好購物環境，

讓您輕鬆選擇購物。我們希望可以讓各地
僑胞輕鬆品嘗家鄉味。更重要的是，在美
國這多元化社會大家能認識亞洲多彩多姿
的飲食文化。

百佳為客戶提供一個現代，舒適的購
物環境，在此您可以輕鬆選購我們多元化
的商品。為推廣以客為尊的經營理念，百
佳超市推廣服務各地華人。
百佳超市滿足您的需求，提供價格合理、
新鮮及優良商品。百佳超市提供合理的價
格但高品質的服務。週週提供特價商品。
百佳超市供應優良新鮮農產品，肉類、海
鮮類商品服務，冷凍食品以及各式各類多
元化日常商品。

2018 年 11 月是百佳超市成立 7 周年、
為了感謝廣大消費者一直以來的支持與厚
愛，為了感謝廣大消費者一直以來的支持
與厚愛在七週年店慶來臨之際、百佳超市
休斯敦總店推出多層禮品相贈與抽獎活動
、參與現場酬賓活動的顧客僅可使用現金
或信用卡購買商品、不可使用百佳購物卡
、禮卷、VIP卡購物送禮品的活動金額累計
不包括特價商品、整箱商品、電器、彩票
、煙酒及服務臺的貨品、參與抽獎的顧客
請在小票上填寫姓名電話號碼及住址、抽

獎時間定於2018年11月18日中午12時、獲
獎者將在百佳超市店內現場抽出中獎號碼
、中獎號碼將刊登在美南新聞、百佳超市
提供的獎品有一等獎一名 iPhone X Max、
二等獎兩名55吋Samsung彩色電視、三等獎
三名 iPhone 8 Plus、四等獎三名 iPhone 8、
五等獎五名 Iwatch、六等獎 20 名海參或電
飯鍋。

加州林火肆虐點燃愛心濟災民

奖 Yingzhi,Wan 626-320-XXXX

奖 Chi,Cheng 347-613-XXXX

626-493-XXXX

奖 Caroline,Chang 713-256-XXXX

702-480-XXXX

Kang,Zhao 646-318-XXXX

奖 646-385-XXXX

Pongmei,Tian 713-367-XXXX

646-306-XXXX

Yujing,Liang 713-518-XXXX

Leihua,Taus 832-998-XXXX

Kan 857-200-XXXX

Lar,Bwe 832-749-XXXX

Jinzhi,Wei 646-894-XXXX

Cuilin,Zheng 646-339-XXXX

Jiaxin,Liang 626-320-XXXX

Shuigen,Shen 832-282-XXXX

Yumen,Li 585-967-XXXX

Quan,Shen 512-767-XXXX

Chiawen,Chuy 832-302-XXXX

832-551-XXXX

Sui,Zhou 832-660-XXXX

Jone,Lee 713-515-XXXX

John,Pan 832-562-XXXX

336-671-XXXX

Jian,Li 210-464-XXXX

Janice,Zhang 832-851-XXXX

Caishun,Pan 719-373-XXXX

Weijie,Peng 713-885-XXXX

Zhang,Jun 832-681-XXXX

Jifang,He 713-884-XXXX

Xiaoxing,Dong 646-709-XXXX

Selina 832-806-XXXX

832-297-XXXX

奖 Yingzhi,Wan 626-320-XXXX

奖 Chi,Cheng 347-613-XXXX

626-493-XXXX

奖 Caroline,Chang 713-256-XXXX

702-480-XXXX

Kang,Zhao 646-318-XXXX

奖 646-385-XXXX

Pongmei,Tian 713-367-XXXX

646-306-XXXX

Yujing,Liang 713-518-XXXX

Leihua,Taus 832-998-XXXX

Kan 857-200-XXXX

Lar,Bwe 832-749-XXXX

Jinzhi,Wei 646-894-XXXX

Cuilin,Zheng 646-339-XXXX

Jiaxin,Liang 626-320-XXXX

Shuigen,Shen 832-282-XXXX

Yumen,Li 585-967-XXXX

Quan,Shen 512-767-XXXX

Chiawen,Chuy 832-302-XXXX

832-551-XXXX

Sui,Zhou 832-660-XXXX

Jone,Lee 713-515-XXXX

John,Pan 832-562-XXXX

336-671-XXXX

Jian,Li 210-464-XXXX

Janice,Zhang 832-851-XXXX

Caishun,Pan 719-373-XXXX

Weijie,Peng 713-885-XXXX

Zhang,Jun 832-681-XXXX

Jifang,He 713-884-XXXX

Xiaoxing,Dong 646-709-XXXX

Selina 832-806-XXXX

832-297-XXXX

休斯敦百佳超市七周年抽獎結果公布如下

百佳超市為了感謝廣大消費者一直以來百佳超市為了感謝廣大消費者一直以來
的支持與厚愛在七週年店慶來臨之際的支持與厚愛在七週年店慶來臨之際、、
百佳超市休斯敦總店由經理百佳超市休斯敦總店由經理HelenHelen主持主持
多層禮品相贈與抽獎活動多層禮品相贈與抽獎活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加州林火肆虐  點燃愛心濟災民 
  

 

 
 

坎普山火迅速蔓延，造成北加州超過7千棟房屋以及13萬英畝的林地面積被燒毀，至目前為止超

過50人喪命於火海，這是加州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林火災難。在南加州地區，伍爾西大火也同

樣引起大災難，造成了超過93千英畝的林地，以及在洛杉磯至少435棟房屋建築物被毀。慈濟美

國總會已成立防災總指揮中心，北加州分會也成立防災協調中心，並在各災區成立服務站。 

 

大火肆虐，許多災居無定所，只能在車裡過夜，甚至睡在草地上。為了能儘快援助災民，美國慈

濟北加州分會的志工們於本月9日與10日兩天，已經發放緊急發放550條環保毛毯給位於奇科市

兄弟教堂收容所的受災居民，讓失去所有的災民，能夠度過低溫的寒夜。 

 

除此之外，南加州的慈濟志工也前往四所收容所進行訪查，思考如何提供最直接而即時的幫助。 

從13日（本週二）起，強風的級別甚至將上升至颶風等級，這將讓控制洛杉磯西北方野火更形

困難。慈濟美國總會也已經展開救援行動，在皮爾斯大學收容所提供毛毯。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黃漢魁號召全美的慈濟志工，於本週末11月17.18，以及11月23.24.25感恩

節的週末，在全美各地進行街頭募款『這一場大火，很需要人人點滴的愛，讓受災的鄉親知道，

雖然大火燒毀了一切，但是他們有全天下人的關心』。募心募款的同時，慈濟也將持續在災區的

服務站，發放環保毛毯給需要的居民。 

 

緊急的時刻，需要您一同加入救援的行列，慈濟會將您的善心捐款，以現值卡的方式直接送到災

區的民眾的手中，在最危急的時刻，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您也可以發送簡訊『TZUCHI』到91999進行手機簡訊捐款，或是透過網路捐款，捐款網址：

www.tzuchi.us/donate/disaster-relief  

 

媒體聯絡人：王怡心 ihsin_wang@tzuchi.us 909-447-7799 

 

 
 

加州林火肆虐  點燃愛心濟災民 
  

 

 
 

坎普山火迅速蔓延，造成北加州超過7千棟房屋以及13萬英畝的林地面積被燒毀，至目前為止超

過50人喪命於火海，這是加州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林火災難。在南加州地區，伍爾西大火也同

樣引起大災難，造成了超過93千英畝的林地，以及在洛杉磯至少435棟房屋建築物被毀。慈濟美

國總會已成立防災總指揮中心，北加州分會也成立防災協調中心，並在各災區成立服務站。 

 

大火肆虐，許多災居無定所，只能在車裡過夜，甚至睡在草地上。為了能儘快援助災民，美國慈

濟北加州分會的志工們於本月9日與10日兩天，已經發放緊急發放550條環保毛毯給位於奇科市

兄弟教堂收容所的受災居民，讓失去所有的災民，能夠度過低溫的寒夜。 

 

除此之外，南加州的慈濟志工也前往四所收容所進行訪查，思考如何提供最直接而即時的幫助。 

從13日（本週二）起，強風的級別甚至將上升至颶風等級，這將讓控制洛杉磯西北方野火更形

困難。慈濟美國總會也已經展開救援行動，在皮爾斯大學收容所提供毛毯。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黃漢魁號召全美的慈濟志工，於本週末11月17.18，以及11月23.24.25感恩

節的週末，在全美各地進行街頭募款『這一場大火，很需要人人點滴的愛，讓受災的鄉親知道，

雖然大火燒毀了一切，但是他們有全天下人的關心』。募心募款的同時，慈濟也將持續在災區的

服務站，發放環保毛毯給需要的居民。 

 

緊急的時刻，需要您一同加入救援的行列，慈濟會將您的善心捐款，以現值卡的方式直接送到災

區的民眾的手中，在最危急的時刻，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您也可以發送簡訊『TZUCHI』到91999進行手機簡訊捐款，或是透過網路捐款，捐款網址：

www.tzuchi.us/donate/disaster-relief  

 

媒體聯絡人：王怡心 ihsin_wang@tzuchi.us 909-447-7799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舉行舉行20182018年終稅務研討年終稅務研討

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於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於1111月月1010日日，，在恆豐銀行在恆豐銀行
1212樓會議室舉行樓會議室舉行20182018年年終稅務研討年年終稅務研討，，資深金融資深金融
講師講師Hank Matula(Hank Matula(前右一前右一）、）、Jeff Stubbs(Jeff Stubbs(前左一前左一

））針對專業有關議題整理與應對策略說明針對專業有關議題整理與應對策略說明。。

JessicaJessica黃副會長黃副會長（（左一左一），），譚秋晴前會長譚秋晴前會長
（（右二右二），），洪雅妮新任會長參加休斯頓華人會洪雅妮新任會長參加休斯頓華人會

計師協會舉行計師協會舉行20182018年年終稅務研討年年終稅務研討。。

會計師江桂芝會計師江桂芝，，前會長莊雅玲前會長莊雅玲，，會員們於會員們於1111月月
1010日日，，在恆豐銀行在恆豐銀行1212樓會議室出席休斯頓華樓會議室出席休斯頓華
人會計師協會舉行人會計師協會舉行20182018年年終稅務研討年年終稅務研討，，獲獲

益良多益良多。。

講師講師Hank Matula(Hank Matula(右一右一）、）、Jeff Stubbs(Jeff Stubbs(左一左一），），新任會長洪雅妮新任會長洪雅妮（（左四左四）、）、前會長譚秋晴前會長譚秋晴（（左五左五）、）、
JessicaJessica 黃副會長及資深理事在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舉行黃副會長及資深理事在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舉行20182018年年終稅務研討合影年年終稅務研討合影。。

Jeff Stubbs,Jeff Stubbs,譚秋晴前會長譚秋晴前會長（（左二左二），），洪雅妮新洪雅妮新
任會長任會長（（右二右二），），Hank MatulaHank Matula在恆豐銀行在恆豐銀行1212
樓會議室為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舉行樓會議室為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舉行20182018年年

年終稅務研討貢獻心力年終稅務研討貢獻心力。。

莊雅玲前會長莊雅玲前會長（（前左二前左二）、）、洪雅妮新會長洪雅妮新會長（（前前
左三左三））與理事團隊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年會上與理事團隊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年會上

合影合影。。

新會長洪雅妮新會長洪雅妮（（後左一後左一））與前會長莊雅玲與前會長莊雅玲（（後左後左
二二），），和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員們在年會上和休斯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員們在年會上

合影合影。。

新會長洪雅妮新會長洪雅妮（（後左三後左三）、）、前會長莊雅玲前會長莊雅玲（（後右後右
三三））與休斯頓著名會計師廖黃亞靜與休斯頓著名會計師廖黃亞靜（（前左一前左一）、）、
劉曙明劉曙明（（後左二後左二））等於等於99月月2929日在珍寶海鮮餐廳日在珍寶海鮮餐廳

舉行年會歡聚一堂舉行年會歡聚一堂。。

莊雅玲前會長莊雅玲前會長（（二右一二右一），），洪雅妮新會長洪雅妮新會長（（二二
左一左一））與休斯頓會計師協會會員們在珍寶海鮮與休斯頓會計師協會會員們在珍寶海鮮

餐廳舉行年會上合影餐廳舉行年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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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德州文藝復興節最後兩天年德州文藝復興節最後兩天
抓住机会抓住机会，，王朝旅遊有特價票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文藝復
興節是休斯頓最久負盛名的節日，今
年是第43屆。

2018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將於9月
29日和30日開幕，跨越兩個月，每個
週末開放，共8個週末17天，於11月和
24和25日結束。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
。文藝復興節在美國其它各州也有，
不過德州文藝復興節算是規模最大了
，整個公園被改建裝飾成一五三六年
情景，今年的主題是英國國王-亨利八
世準備迎娶新太太。在這個莊園內可
以看到許多打扮成貴族階級的人士和
平民百姓們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跳舞慶
祝。在文藝復興莊園裡走走停停，從
各個景觀之間的門一穿過去就到了另

一個國家，風格完全不一樣，連人的
口音都不一樣了。剛從德國村莊喝完
啤酒，再走幾步就是法國或西班牙，
讓人不由得產生出恍如隔世的感覺。

文藝復興節有點像中國的廟會，
但時間更長、規模更大、更國際化。
500多名特色藝術家在這裡盡情施展他
們的才華和絕藝，400多家店鋪展示的
是世界各國的特色手工藝品，有黃金
白銀寶石首飾、也有陶瓷、皮飾、木
雕等，生意最好的是出售文藝復興時
代服飾的商店。好吃的就更多了，墨
西哥、法國、意大利的美食應有盡有
，您可以一天吃遍世界風味。在連續8
週的節日裏，時光倒流、歷史重現，
讓我們呼吸到了那個鼎盛時期的氣味

。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

雅的文藝復興，兩個壓根就風馬牛不
相及的東西，就這麼完美地被結合在
了一起。德州文藝復興節年年都辦
，今年已經是第43屆了，毫無疑問
，德州文藝復興節已經成了休斯頓
的一個文化標誌。

2018年德州文藝復興節還有最
後2天，這個周末就是閉幕式，請
抓住機會不要錯過。 中國城的王朝
旅遊代理文藝復興節的門票，目前
有少量門票特價供應，請去王朝旅
遊購買，周日或晚上也可打手機
713-927-9688聯系送票事宜。

王朝旅遊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81-8868；713-927-9688

在女性一生的生長、發育、成熟
、衰老過程中，卵巢既是青春和美麗
的策源地，也是保持女性旺盛生命力
的源泉。女性要留住青春，延緩衰老
，就不要忘了提前做好對卵巢的保養
，在多事之秋到來之前善待自己。

婦女步入不惑之年既更年期後，
卵巢功能開始衰退，激素水平下降，
出現以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及代謝障礙

為主的一系列疾病，潮紅、盜汗是更
年期的一個典型癥狀，很多婦女都有
發生而感覺無奈。發作時胸部不適、
胃脹，然後熱流像潮水般湧向胸、頸
至頭部，隨後臉頰潮紅，上身滲出冷
汗，有人還伴有心悸，精神緊張。大
汗過後血管收縮，又有畏冷感覺，每
次持續幾秒鐘至幾分鐘不等，開始時
多在睡眠將醒時發作，以後可在任何
時間出現，一般持續1-5年，有的甚
至伴隨整個後半生。有些人並不出汗
，表現為陣熱或陣發性臉紅。發生潮
紅和盜汗的原因是卵巢機能衰退，導
致雌激素分泌減少，內分泌系統失調
，進而出現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及代謝
障礙。

由於雌激素參與血脂代謝，可促
進膽固醇的降解與排泄，故絕經前後
婦女血膽固醇、甘油三酯和致動脈粥
樣硬化脂蛋白(LDL)含量增高，抗動脈
粥樣硬化脂蛋白的相對值降低，導致
絕經後婦女動脈硬化和冠心病的發病
率急劇增高。常表現為心慌、氣短、

胸憋、乏力、心律不齊、早搏等癥狀
。有些婦女則表現為血壓波動、頭痛
、眩暈、耳鳴、眼花等。

此外，雌激素的減少還會引起皮
膚、泌尿生殖系統、人體骨組織構成
、消化系統、呼吸系統的一系列變化
。

進入更年期後，卵巢的衰退是以
上癥狀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保養
卵巢顯得尤為重要。由加拿大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純
天然植物提取精華素的復合物，安全
無副作用，使用方便，作用溫和。針
對更年期的潮紅、盜汗以及心腦血管
系統方面的病癥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紅人歸膠囊(Sangel)中含有能與卵巢紅
囊竇受體特異性結合的SAG獨特成分
。年輕女士的體內雌激素水平，能反
射性激活大腦垂體分泌FSH, 作用卵巢
紅囊竇受體，使之定期排出卵泡，分
泌雌激素，恢復平衡水平。人至中年
，隨著組織器官老化，機體平衡能力
下降，更年期隨之而至。SAG的化學

空間結構能夠通過與紅囊竇受體特異
性結合，激活並恢復卵巢分泌卵泡和
雌激素的能力和水平，從而減輕由於
更年期引起的潮紅、盜汗、心腦血管
方面疾病的發生。

處於更年期的婦女，常有體弱力
衰、力不從心之感，又有焦慮不安現
象。紅人歸膠囊(Sangel)通過營養和活
化開始退化和萎縮的卵巢，改善卵巢
微循環網，恢復體內自身分泌雌激素
的能力和水平，調節內分泌系統的平
衡，從而改善和緩解潮紅、盜汗、失
眠、健忘、易激動、情緒不穩定、以
及免疫力低下等更年期癥狀，使女性
恢復健康，找到年輕時的自信。

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改善更
年期癥狀，是屬於天然草本補充療法
。它是目前世界各國最為推崇的自然
替代療法，也備受廣大更年期女性的
喜愛，它是以天然草本為主要原料，
提取有效成分，可以直接作用卵巢和
身體各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全面調
節女性內分泌，能夠明顯恢復和強化

卵巢機能，調整體內雌激素分泌水平
，從而可以延緩和改善更年期的各種
癥狀，提高女性的生活質量。

女性的美麗是由內而外的，卵巢
的排卵正常，擁有旺盛的雌激素分泌
水平，才是健康美麗的女人，女性才
能夠順利的度過更年期，保持您平穩
幸福的個人與家庭生活，盡情享受愉
快的人生。

延緩卵巢功能的退化，維持機體
內雌激素的正常水平，是解決更年期
各種癥狀的最直接方式。服用紅人歸
(Sangel)吧！它會讓您重拾健康與美麗
，讓您順利的度過更年期。

加拿大VIKER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

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
vikerm.com
加拿大VIKER公司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604—518—7778
傳真:1-604-303-7720

紅人歸紅人歸(Sangel)(Sangel)
是您健康的直通車是您健康的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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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移民是指通過血緣關系或婚姻
關系申請綠卡的移民程序。

有的親屬移民是沒有名額限制的，
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1. 美國公民USC的配偶；
2. 美國公民USC的父母；
3. 美國公民USC的21歲以下的未

婚子女。
有的親屬關系是不能申請親屬移民

的,主要有以下幾類：
綠卡持有人不能為父母申請綠卡。

但是可以申請父母的探親簽證。
叔叔、伯伯、姨媽、姑姑等關系不

能直接申請親屬移民。但公民申請兄弟
姐妹時, 公民兄弟姐妹的孩子如果在排
期到的時候不滿21歲且未婚,則可以與
父母同時移民。

表兄弟姐妹等關系不能直接申請親
屬移民。

每個月中上旬美國國務院(Depart-
ment of State)都公布最新的親屬移民
和職業移民的排期情況(Visa Bulletin)。
http://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
english/law-and-policy/bulletin.html需
要排期的親屬移民分為四類優先，每年
大約一共有226，000個名額。第一優
先大約有23，400個名額，是指美國公
民的成年未婚子女（21歲以上）；第二
優先大約有114，200個名額，分為第
二A優先和第二B優先。二A優先是指
美國綠卡持有人的配偶及21歲以下未
婚子女；二B優先是指美國綠卡持有人
的21歲以上未婚子女。第三優先大約
有23，400個名額，是指美國公民的21
歲以上已婚子女；第四優先大約有65，
000個名額，是指美國公民的兄弟姐妹
。

親屬移民的申請步驟視優先的不同
及受益人是否在美國而有所不同。如果
受益人身在美國，不需要排期的親屬移
民可以直接在當地移民局申請I-130，
受益人也可以同時遞交轉為綠卡身份的
I-485申請，而其它優先的親屬移民必
須先向移民局遞交移民申請，等到排期
以後，受益人才能向當地移民局遞交轉
為綠卡身份的申請。請註意，在排期排
到之前受益人一定要保持其合法身份。
否則，即使排期排到，也將無法在美國
境內轉換為綠卡身份。如果受益人身在
國外，所有的親屬移民必須先向移民局
遞交I-130移民申請。其移民申請被批

準後，案子會轉到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
家簽證中心，而後轉到相應的美領館，
完成移民簽證的手續後，入境即可取得
綠卡。另外，美國公民還可以申請未婚
妻/夫簽證，來美後完婚再申請綠卡。
親屬移民的類別是可以轉換的。比如在
等待排期的過程中，如果綠卡持有人加
入了美國國籍，第二A優先的申請將轉
換為無排期,等待綠卡的時間就會縮短許
多。而如果美國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結
婚了，就會從第一優先變為第三優先，
等待綠卡的時間將會更加漫長。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於

2018年9月11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
民和非移民申請采取省

略發出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意圖否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
的審理政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
的申請：第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
定提供符合移民法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
求而提交的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
的證據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
證據。 備忘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
包括在家庭移民的 I-485申請中沒有提
供經濟擔保表 （I-864），或者豁免申
請中沒有提供所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
錄提別指出，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
圍不局限於所舉出的例證。

2.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
辦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
程中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
謊，立刻撤銷公民資格。

3. 川普總統表示，所有申請過美
國政府福利和政府補助的申請人，將在
綠卡和公民申請時被移民官視為“公眾
負擔”而拒絕申請並被遞解出境。除了
食物券，國土安全部（DHS）將一系列
非現金類的社會福利, 如讓美國出生的
子女進入公立學前教育項目，煤水電費
補助，和Med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
助”的範疇。

4. 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是去年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
去年同期的五倍。

5. 美國移民局於2018年 5月11
日發布的關於“計算持有F、J和M非
移民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非法滯留時
間規則”的備忘錄將於8月9日生效。
自2018年8月9日起（包括8月9日當

天），未能繼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F、J
和M簽證持有人的非法滯留時間將在以
下情況下開始累積：1 學業或經允許的
工作結束後的第二天，或其參加未經允
許的工作的第二天；2學業或項目完成
的第二天，包括任何經允許的實踐培訓
以及任何經授權的寬限期限；3 I-94身
份過期的第二天；4 移民法官或在某些
情況下，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除外、驅
逐或移除命令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180天以上，3年不
得入境美國。非法滯留時間1年以上,
10年不得入境美國。有遞解令，在未經
允許或假釋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國境內
者，終身不得入境美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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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dit、Tumblr、Twitter、Vine以及You-
T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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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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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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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
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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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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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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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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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親屬移民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親屬移民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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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菩提學苑於2018年 11
月18日(星期日)，在玉佛寺大雄寶殿舉
行了今年度的 「親子佛學講座」 。早
上和下午各一場，由本會會長宏意法
師和孩子們從佛學的角度分享快樂和
交友的秘訣。來參加的家長老師和學
生總共約140多人，場面輕鬆親切。

講座全程用英語進行，宏意法師
首先問大家快樂嗎? 快樂的條件是甚麼
? 吃好吃的、睡覺安穩、生活簡單、身
體健康都可以算是快樂的要素。但是
佛陀在經典上說道，快樂是有好朋友

圍繞在身邊。那怎麼樣才能交到好朋
友呢? 要想交到好朋友必須做到下列四
項: 1). 「慈」 和朋友分享快樂的事情，
把快樂帶給別人；2). 「悲」 關心朋友
安慰朋友，減輕別人的不適；3). 「喜
」 除了有字面上用喜悅微笑對待人之
外，更有不要忌妒朋友的成就或優點
，真心地為他人高興，進一步隨喜讚
嘆的意思；4). 「捨」 也是一樣，除了
字面上給予分享的意思之外，更有在
逆境中去除自我，保持平靜不亂發脾
氣的深層意義。 內容深入淺出的親子

佛學講座在師父帶領老師和學生禮謝
佛陀中圓滿結束。

德州佛教會菩提學苑成立於一九
九一年。校址設立在玉佛寺青年活動
中心，該校創校多年，師資陣容堅強
，為大休士頓地區少數具有二十七年
教學歷史的中文學校。菩提學苑以慧
、慈、禮、孝為校訓，除正規的中文
教育之外，更進一步培養學生智慧、
慈悲、守禮、孝親的做人基本品格。
若有任何詢問，請與玉佛寺辦公室聯
絡︰281-498-1616。

20182018菩提學苑親子佛學講座菩提學苑親子佛學講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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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一直期待 「悉達多太子
」 （佛陀傳）的音樂劇在休市演出。11月18 日,由
本地佛光山中美寺與Stanford City 共同主辦, 由菲
律賓光明大學藝術學院擔綱演出的 「希達多太子
音樂劇」 ，今年邁入第十年，休士頓這場剛好是
他們第122 場的演出。當晚，對全場的觀眾而言,
是一個奇妙的經歷，只見台上的25位演員，在短
短二個半小時內，為我們呈現希達多太子從誕生
到出家，從苦行到證悟，以及從弘法至涅槃的歷
程，從覺悟之旅到涅槃之路,環環相扣，在優美動
人的音樂中，為大家弘揚佛法，以藝術呈現善美
，以交流互信融合，以信仰淨化人心。

當晚，對全場的觀眾而言，都是一場不平凡

的心靈的交流與撞擊。佛教徒訝異是什麼力量讓
他們將佛教徒踐行一生深刻的佛法和覺悟，在短
短兩個半小時，與佛陀的一生事蹟交待的如此動
人和深刻？！這些菲律賓藝術學院的青年, 以音樂
和歌聲，扣人心弦，以英語傳遞佛陀的故事,不僅
讓在場的華人深受感動，也讓更多的英語人士，
了解佛教的精神所在，達到人間佛教本土化。

全劇以第三者的角度，由阿難尊者帶領觀眾
回到2600 年前佛陀的時代,講述佛陀的故事。讓
大眾理解佛陀是人，在人間生活、修行、成道。
將佛陀從一個在王宮長大成人,完全不知道現實世
界充滿了痛苦，到遊歷四城門，目睹了老年、疾
病、死亡的現象。他決定放棄王位，試圖找尋止

息痛苦的方法。
經過六年的苦行與林間禪修,他認識到極端的

修行絕對不能幫助他找到方法，於是，他決定在
菩提樹下靜坐，直到證得正等正覺為止。最後，
他終於成為人們所熟知的佛陀。他所證悟的深刻
道理，直到現在，都還一直被所有佛教徒踐行著
。

希達多太子音樂劇的成功,來自星雲大師的大
力促成，他很早即深刻感受菲律賓人民在音樂、
舞蹈、藝術創作的表演天份,故於2014 年在菲律賓
創設 「佛教與藝術合一」 的光明大學，創辦光明
大學音樂劇團，結合教育、文化、藝術與音樂，
召集當地表演界之人才，創作出佛教史上唯一的

「佛陀傳音樂劇-- 希達多太子」 。以音樂劇的方
式呈現佛陀的一生，以音樂、舞蹈交融最美的呈
現，帶給全場觀眾無比的攝受力，引起會心與共
鳴。

菲律賓佛光山總住持永光法師在大會上致辭
表示: 「星雲大師深感菲律賓青年熱愛歌唱舞蹈，
特別栽培青年學子,此劇是以星雲大師著作《釋迦
牟尼佛傳》為底本，期能透過音聲，讓佛法走入
社會，傳遞和平」 。

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表示： 此劇的演出，是
中美寺首次與當地的市政府共同主辦該活動, 不僅
透過佛陀傳的演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大眾也受
益良多，意義深遠。

Stanford 市市長Leonard Scarcella 也極為讚嘆
音樂劇演員的精彩詮釋，讓他了解佛陀的故事和
精神, 他感謝 「希達多太子音樂劇」 能到Stanford
來演出，讓市政府能夠提供場地, 並期待音樂劇再
回到這裡，帶給觀眾更多的視覺享受。

學區委員Jim Rice 提到，他自己曾閱讀過許
多佛陀的書籍,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呈現。這齣音
樂劇的演出,與書本上許多場景連結,讓他嘆為觀止
。另一位觀眾表示: 佛陀的故事汗牛充棟，能濃縮
在短短兩個半小時作這麼豐富精彩的呈現 實在令
人嘆為觀止。尤其音樂發揮了奇妙催化的力量，
更成了該劇成功的一大因素。

當天出席的貴賓包括：Stanford 市市長Leon-
ard Scarcella 、國會議員Tori Macfarlan、國會議
員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市議員Cecil Willis
、 宗教局Rev. Gregory Han 、 警政局Kristine An-
thony及學校委員等。兩岸的政府代表也出席該項
演出,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士頓總領館 「僑務
組」 組長葛明東，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等人共
同出席欣賞佛教音樂劇。

「「悉達多太子悉達多太子」」 音樂劇上周六在休市演出音樂劇上周六在休市演出
風靡全場風靡全場,,藝術的魅力超越種族和宗教藝術的魅力超越種族和宗教

全體演職人員及貴賓登台謝幕時合影全體演職人員及貴賓登台謝幕時合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 ))菲律賓佛光山總住持永光法師菲律賓佛光山總住持永光法師、、
StanfordStanford 市市長市市長Leonard ScarcellaLeonard Scarcella 、、中美寺監中美寺監
寺覺安法師寺覺安法師、、市議員市議員Cecil WillisCecil Willis在演出之前親在演出之前親
頒祝賀文告後合影頒祝賀文告後合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悉達多太子降生迦毘羅衛國悉達多太子降生迦毘羅衛國。。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悉達多太子悉達多太子（（左三左三）） 成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成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
，，並開始宣說佛法並開始宣說佛法，，教導信眾獲得覺悟的正確途教導信眾獲得覺悟的正確途

徑徑（（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年邁的淨飯王年邁的淨飯王（（中中 ））將要離世時將要離世時，，佛陀佛陀
（（右三右三 ））在他父親的身邊安慰在他父親的身邊安慰，，伴他度伴他度
過這一期生命過這一期生命。（。（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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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科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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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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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週日 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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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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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搭三位天使的順風車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11月13日﹝週

二﹞法拉盛奇遇

記

晚上筆者原打算帶王巧玲牧師去吃福

州燕丸湯，路經法拉盛一間商場，走入裏

面見有許多攤位，兩位年輕女士笑容滿面

歡迎我們來選購需要的，王牧師說「我們

不需要買什麼，我們只是路過，我們來為

你們祝福禱告好嗎？」阿蘭、小郭很高興

接受王牧師的祝福禱告。

阿蘭她在法拉盛商場銷售衣物、鞋

子、帽子、圍巾等等，去年筆者去紐約開

角聲年會，路經商場，結識阿蘭，她來自

溫州，除了作小生意外，她也熱愛參加信

心聖經教會查聖經聚會與主日禮拜。小郭

姐妹自維吉利亞州遷至紐約，她說「今下

班來探望阿蘭、阿青，潘師母你和王牧師

快跟我們同去關心阿青，她因租金未繳

夠，店面遭關門，工作沒有了，情緒不

穩，說是想自殺…」我們四人去接阿青，

走至“家鄉味” ，小曹姐妹正在櫃台忙，

她熱情歡迎我們來，王牧師說「阿爸天父

感動我，晚餐由我請各位姐妹吧！… .」
阿蘭、小郭也爭著要請客，小曹姐妹說不

收錢，王牧師說「就接受阿爸天父的請客

吧！」席間我們邊享用“羊肉燴麵” ，彼

此交談，鼓勵阿青勿灰心，禱告仰望天父

憐憫，祂必為你開路。

奇遇記

我們回到亞洲大酒店後，我收到阿青

發來短信：「感謝主！剛剛有一個朋友從

休士頓寄錢給我付租金。一切困難都解決

了，最感謝今天晚上認識王巧玲牧師與潘

師母，讓我再一次看到神的奇妙做工！又

幫助了我！謝謝！謝謝！晚安！我現在開

心很多了……剛才我也跟我老公說了今天

是個奇妙的恩典！謝謝！謝謝！說不完的

話，只有神知道！真的很感動，期待下次

見面。」

阿蘭短信：「謝謝王巧玲牧師，潘師

母，你們愛心付出禱告，又請我們享用

“家鄉味”羊肉燴麵，我們在天上的阿

爸記念你們，辛苦啦！再見，神特別的兒

女。」

 小郭姐妹短信：「潘師母，神大大同

在！ 阿們。小小奉獻請轉交給燒傷童，盼

望日後有機會去休士頓拜訪你們。」

感謝天父讓我們今晚奇遇記，認識四

位姐妹(阿蘭、小郭、阿青、小曹)，求主

扶持安慰堅固她們的心。

11月20日﹝週二﹞搭三位天使的順風

車

今天上午9時去看醫生，接著去取號

角月報，送去惠康、百佳華人超市。10時
再去永福殯儀館，羅大愚先生已免費準備

好給我三份故潘政喜牧師死亡證明中文翻

譯的文件，火葬（骨灰)證明中英文各一

份，我搭羅先生順風車去台北駐休士頓經

文處申請上述文件公證，但不知道要帶潘

牧師和我的中華民國護照去，填寫申請表

要用，在經文處大廳遇見淑賢姐妹也來辦

事，故又搭朋友王淑賢她先生開車，我們

一起回去"永福"拿我的小車。下午2時在王

朝商場集合，淑賢姐妹載我再去台北經文

處送件，她下午3時取件，我4時就拿到三

份公證文件，花費共$75。
感謝上帝憐憫與恩典，差派人間天使

來幫助我，今天安排羅先生與王淑賢姐妹

暨她先生Tim幫忙我開車來去辦理公證，

在台北經文處又蒙櫃台小姐歐秀麗與何文

傑組長親切接待交談，審核員陳偉玲快速

完成審核公證蓋章作業，使我在很短時間

完成。讚美神恩多而又多！

筆者來休士頓25年，沒有上過高速公

路開車，有點膽怯，上帝恩典，昨天要走

高速公路較快至台北駐休士頓經文處，天

父祂為我有奇妙安排，讓我搭三位天使的

順風車，辦完重要的文件公證。

◎友人來信

1. 感謝潘師母的分享！為您11月20日
這一天奇妙高效的辦事節奏感到驚喜啊！

只有神的大能才會安排如此完美的一天！

潘師母，只有您有資格配得神的護佑，您

行出了神所喜悅的樣子！張紅霞

2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第

46篇)倚靠祂的人真是有福。唐健華

3.雲柱、火柱繼續伴隨您未來服事的

道路，也祝妳感恩節快樂！方正&CC率

Joseph 敬筆

4. 潘師母，祝您感恩節快樂！問候您

秋安，祝安康順利。我們愛你。 李暉

5.親愛的潘師母：謝謝您分享您的近

況以及您的感恩見證！我們也祝願您感恩

節快樂！主恩滿溢！   羅建紅牧師/西雅圖

6.感謝主豐盛恩典，派多位弟兄姐妹

幫助您完成重要文件的公證，請求主継續

保守您的身心靈健康，感恩節平安喜樂！

曾麗玲/New Haven
7 .感謝主的恩典，師母以仁愛，恩

慈，勸導弟兄姊妹們走義路，才有今日的

成果，希望妳多保重，加油！祝感恩節快

樂！Anna陳媽媽/南加州

晨修晚禱  
序一一一

1620 年秋天那些乘坐“五月花”號到

美洲的清教徒，他們受到當地印第安人的

幫助存活了下來。

次年，就是 1621 年秋天豐收的時候，

他們邀請印第安人一起慶祝，被後人稱作

“第 1 個感恩節”。隨後每年慶祝感恩節

漸漸變成了習俗。

在 1863 年，正值美國內戰期間（1861-
1865）林肯總統宣布感恩節爲全國性的節

日。那時候，感恩節是在每年 11 月的最後

一個禮拜四。直到 1941 年國會的法案，將

它更改爲 11 月的第 4 個禮拜四，感恩節不

僅成爲美國全國傳統全家團聚的日子，更

是一年中人們放下手中的一切，對造物主

心存感激，對家人和朋友心存感激的時刻。

作爲神的兒女，是集中全力敬拜感謝天

父的時刻！

Jerry Piece 說＂不謝神是罪一一真正

的感恩是必須看到一個罪人

在感謝聖潔的上帝＂ ( The Sin 
of not Thanking God --- True 
Thanksgiving Has a Holy God 
and Sinful Man in Full View) 。

這樣我們才明白神賜予的

這個恩典的份量，從心底深處

由衷而出的感謝贊美神！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
言 9:10)

1863 年林肯總統宣布感恩節爲全國性

的節日

1941 年國會的法案更改爲 11 月的第 4
個禮拜四

林肯總統 1863 年的感恩節宣言

正接近尾聲的今年，我們享有豐收的土

地與美好氣候。對這些我們每日享受的慷慨

賜予，我們很容易忘記它們源自何處，這是

全能上帝的供應。

上帝的巨大力量，即使是剛硬的心都會

被穿透軟化。

雖然非常嚴重與艱苦的內戰已引起了其

它一些國家的挑釁。但在這期間，國家間

的和平得到了維護，秩序得到了維持，法律

得到重視幷遵守。除了這些軍事衝突的地區

外，其他地區都能和睦。因著陸軍與海軍的

努力使戰區正在大大地縮小。

雖然許多財物與力量從和平的地區提供

給戰爭的需要，但這幷沒有抑制農業發展

和我們地域的開拓。鐵和煤礦與貴重金屬的

礦物産量比以往更多。儘管在戰場有人員損

失，國家人口仍穩定增長，人民爲國家的實

力與活力的提高而欣喜，期待未來將有更大

的自由。

人類的忠告或凡人之手無法産生這些偉

大的成就。它們是至高造物主恩慈的禮物，

主即使産我們的犯罪而發怒時仍顯出憐憫。

建立依靠全能上帝之心和謙卑痛悔之靈

是每個國家和個人當盡的責任；

他們當存著這樣一個堅定的盼望：真誠

的懺悔將帶來憐憫和寬恕；

他們當認識聖經裏所宣告的，幷被歷史

所證實的一個至高真理，那就是：尊崇上帝

的國家必蒙祝福 !

我們都知道按著這位至高者神聖的律

法，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我們都本應當受

到懲罰和整治。

難道我們不相信這場使土地荒凉、性命

失喪的內戰之灾是對我們放肆之罪的懲罰

嗎？

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我們當悔改

在上帝面前。

我們曾經接受過來自天上的豐盛祝福；

我們享受了多年的和平和昌盛；

我們在人數、財富和國力上的增長都是

其他任何的國家所無法相比的。

然而，我們却忘記了上帝。

我們忘記了那曾保守我們和平，那使我

們人數加增，又賜予我們財富與力量的恩

手，我們被心中的虛假所欺騙，以爲所有的

這些祝福都來自于我們自己超人的智慧和

美德。

我們如此陶醉于不斷的成功，沉迷于自

我滿足，以致不再向那創造我們的上帝禱

告。

我認爲我們應該做的是：全地美國人民

當以莊嚴、恭敬和感恩的心，同聲合一地承

認上帝的作爲。

因此，我懇請全美各地的每一爲公民，

包括那些旅居海外的美國人，把十一月的最

後一個星期四作爲 " 感恩節 " 來慶祝，贊美

我們那居在天上的仁慈之父。

亞伯拉罕 林肯 總統

朋友，你是否被基督的愛所感動？

你是否願意瞭解創造天地萬物的神，爲

什麽願意賜下祂深愛的獨子爲我們做替罪

羊而死在十字架上？

你是否願意明白今生的意義和永生的含

義？…

如果你願意的話，請打開聖經吧！請走

進一個高舉十字架的救恩、傳講聖經真理的

教會吧！

神說："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

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馬太福音 

7:8)

（文載自《晨修晚禱》）

◎ Jiang Yi 

林肯總統的感恩節宣言：
真誠、謙卑、清滌靈魂

很多主內的弟兄姊妹都有這樣的困惑：

「我也誠心向主禱告了，可是似乎主並沒有

垂聽我的禱告，應允我的祈求。」我們常常

為此感到困惑不解，怎麼會這樣呢？主不是

垂聽人禱告的主嗎？為什麼我們誠心地祈

求，卻得不到主的回應呢？我們在尋找原因

之前，不妨先考慮這樣幾個問題：我們想讓

神怎麼回應我們的禱告？我們又是否知道

神回應人禱告的方式呢？如果我們不知道

神回應人禱告的方式，是不是很容易錯失神

的應答呢？

記得我曾看過這樣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牧師，在發洪水時被困在了房頂

上，他誠懇地向上帝禱告，相信上帝必會

來救他。一會兒來了一艘小船，小船上的人

讓他快上船，否則就會被水淹死的。牧師卻

說：「我不上船，我相信上帝會來救我的。」

於是小船離開了。過了一會兒，水更大了，

牧師又誠懇地向上帝禱告，這時來了一艘大

船，船上的人招呼他快上船，牧師說：「我

不上船，我相信上帝會來救我的。」於是大

船走了。水越來越大，牧師依然不斷地向神

禱告。一架直升機飛了過來，機上的人放下

了懸梯，讓他快上飛機，可牧師仍堅持說：

「我相信上帝會來救我的。」於是飛機也

飛走了。這時，一個大浪把牧師捲到了洪

水中，他被淹死了。牧師死後見到了上帝，

他問上帝說：「我也誠心向您禱告了，為什

麼您不回答我的禱告，不來救我呢？」上帝

說：「我曾三次派人去救你，可是三次都被

你拒絕了！」

這時牧師才恍然大悟……

其實在我們的經歷中何嘗不是像這位牧

師一樣，在禱告神的同時，還在想像、盼望

神按著自己的要求、方式回應我們，如果不

符合我們的觀念想像，我們就認為神沒有回

應我們的禱告。很多時候不是神沒有回應我

們的禱告，而是我們不認識神回應人禱告的

方式。我們都知道，神是造物的主，我們是

受造之物，神怎麼回應我們的禱告那是由神

自己說了算的，我們應該站好自己的地位，

學會尋求、接受、順服才是，不應要求、奢

望神按著我們的想像方式來回應自己的禱

告，否則，受損失的還是我們自己！

主曾應許我們說：「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 7：7-8）主

的話是信實的，神既說必算，既說必要成

就，但神是怎樣回應我們的祈求、叩門的

呢？翻開聖經，我們不難看到神回應人禱告

的方式，往往超乎我們的想像，打破我們的

觀念。舊約時代，以色列民受埃及人無限期

的壓榨，過著階下囚的生活，痛苦中以色列

民向耶和華神禱告，求神拯救他們逃脫埃及

法老王的控制。然而，耶和華神並沒有按照

以色列人的想像在頃刻之間把以色列民救

出埃及，而是差派摩西帶領他們離開埃及，

因著不合人的觀念，以色列人對耶和華神產

生了很多的悖逆、抵擋，導致最終在曠野

流浪四十年才來到了迦南美地；律法時代後

期，以色列人活在羅馬政府的奴役統治下苦

不堪言，他們禱告呼求彌賽亞快點降臨，拯

救他們脫離羅馬人的奴役。然而當他們苦苦

巴望的彌賽亞——主耶穌來實際地作工拯

救他們的時候，他們卻因主耶穌作的工作不

合他們的觀念而將主耶穌釘在了十字架上。

從這兩件歷史事實中我們看到，人信神禱告

神，因著不明白神怎麼成全他對人的應許，

反而成了抵擋神的人。

其實，神一直在藉著萬物向我們說話，

回答我們的禱告，把他的心意告訴給我們，

從未向我們隱祕，只要我們稍稍留意，用心

經歷、體會每天的人事物，就會看到神就在

我們身邊，時時引導著我們。我看到一段話

說：「當你仰望神的時候，也可能神不給你

感覺，也不給你明確的意思，更不給你明確

的指點，但是讓你明白一個事。或者這次你

沒明白什麼，但是你仰望神這事對不對呢？

有沒有錯啊？沒錯！人這樣實行不是守規

條，而是心靈的需要，是人該有的實行。不

是說每次仰望神、每次呼求神都能得著開啟

引導，這個生命靈裡的情形它是正常的、自

然的，仰望神這就是人心靈裡與神的一種正

常的交往。

有些時候仰望神不是說有明確的語言求

神作什麼，求神帶領什麼，或者求神保守，

而是臨到一件事人就有一種真心的呼求。那

你說神在那兒幹什麼呢？當人的心一動，人

一有這個意念，『神哪，這個事我自己不會

做，我不知道怎麼做，我軟弱，我消極』，

人一動這樣的心思，你說神是不是就知道

了？當人動這樣的心思的時候，人的心是不

是真誠的呢？人有這樣真誠的呼求的時候，

神應不應允呢？你別看人有時候沒動嘴，但

是人動真心了，神就應允了。」其實神的心

意從來都沒有向我們隱藏過，我們在神面前

只要真誠地呼求，神看到我們的心了，神就

應允我們了。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得不到

神的應允，並不是神沒有回應我們，而是我

們像故事中的牧師一樣，信仰渺茫神造成的

結果。神是活生生的神，他時刻陪伴在我們

的身邊，當我們有難處的時候，我們向神呼

求，神就知道了，神就實實際際地安排人事

物來幫助我們，讓我們的難處得到解決，能

明白神的心意。相反，如果我們信仰著心中

渺茫的神，置神實際的作工於不顧，就會失

去了神的救恩。

其實神應允的方式絕不是我們想像的那

樣簡單，神應允我們的方式多種多樣，在

我們多年的禱告中也真實地體會過一些。比

如：有的時候神會給我們明確的話語，藉著

神話語的引導，我們就知道怎麼做；有的時

候神會藉周圍的人事物提醒，不知道神會藉

著誰說了一句話，做了一件事，我們的難處

就會豁然開朗、迎刃而解；還有時候神會給

我們一個開啟、一個感動，我們這樣琢磨琢

磨，不知不覺就明白了，這都是神應答人比

較普遍的幾種方式，可以說每個真心信神的

弟兄姊妹都體會過。神的智慧人測度不透，

在我們的經歷中還有很多神應答人的方式，

這就需要我們自己在經歷中去用心體會了。

禱告是我們和神之間建立正常關係最直

接的一種方式，藉著禱告，我們獲得了聖

靈作工，讓我們的靈裡剛強；藉著禱告，

我們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怎麼按神的心

意行能成為遵行神旨意的人；藉著禱告，

我們蒙了神的保守，逐漸走上了敬畏神遠

離惡的道路……沒有禱告我們就沒法順服

神，沒法順服神的作工，沒法通行神的旨

意。禱告對於我們信神追求真理達到被成

全太關鍵了。禱告是開路的、帶路的，最

後藉著禱告我們從神那兒獲得

能力來實行真理、來盡好本

分、來滿足神，所以，禱告在

我們的生命經歷之中起到了最

關鍵的作用，因此學會和實際

神禱告，學會聆聽實際神的

回應也就變得尤為重要了！                                       
（文載自《福音小故事 》）

你知道神怎麼回答你的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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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鼻子或有望成为人类对抗

疟疾的有利武器。最新研究表明

，狗狗可通过闻袜子判断其主人

是否患了疟疾，无论有关症状是

否已经出现。

“如今许多国家已经基本消

灭了疟疾，” 研究领导者，英

国杜伦大学公共健康昆虫学家史

蒂文•林赛表示，“问题在于，

你如何保持这个良好的现状，因

为目前(传染源)蚊子仍旧活跃。

”

他表示，问题在于，许多患

疟疾的人染病速度十分的快，其

他携带寄生虫的人也显不出任何

症状。“如果有 1000 名携带疟疾

寄生虫的人，你不能给 1000 人抽

血来验证是否患病。你需要一个

非侵入性的方法。”他说。

然而，狗鼻子或许能帮的上

忙。

这份研究发表在

美国新奥尔兰州热带

医学和卫生学会年会

上，研究人员让冈比

亚学校的孩子们穿尼

龙袜过夜，然后将血

液样本一并上交待检

。

收上来的袜子被

冷冻并运送给在英国

的两只拉布拉多犬。

据悉， 175 个拿给狗

狗闻的袜子中，有 30

只袜子的主人患有疟

疾，有 145 只袜子的

主人未患病。并且，

那些患病的孩子都还

没有显露出症状。

结果表明，两只狗狗正确的识

别了 70%受感染儿童的袜子和 90%

未受感染儿童的袜子。林赛称，感

染疟疾寄生虫的人会在呼吸中和皮

肤上产生独特气味。

他还表示，这份研究目前还在

完善之中，后续会直接在人体上进

行测试，还将把研究对象扩充到不

同国家。

狗鼻子有多灵？研究称狗
狗闻袜子可判断疟疾

印度182米高
“全球最高雕像”揭幕

莫迪主持仪式

10月31日，182米高的“团结雕像”

于印度古吉拉特邦揭幕，总理莫迪主持开

幕仪式。这座雕像比纽约自由女神像高一

倍，是迄今为止世界最高雕像。

“团结雕像”高182米，耗资299亿卢

比建造。

雕像主人翁为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建

国副总理帕特尔。雕像高达182米，比纽

约自由女神像高一倍，建造成本达299亿

印度卢比。

这座雕像建在一座小岛，通过一座长

桥与大陆相连，内部将设有游客中心和博

物馆，以及观景台。莫迪说，这座新景点

将能够像自由女神像那样吸引大批游客。

此外，孟买还正在兴建印度17世纪民

族英雄希瓦吉的212米高雕像，落成后将

超越“团结雕像”。不过，一些当地社区

和部族团体抗议这个项目征用土地，要求

政府赔偿。当天，当局出动超过5000名警

员，驻守雕像方圆10公里。

美国俄亥俄州斯托市一名12岁

癌末男童被诊断出恐怕活不过今年，

居民为了让他毫无遗憾走完人生最后

一程，提早两个月欢庆圣诞节，家家

户户挂起了圣诞灯饰、打扮成圣诞老

人一齐吟唱诗歌，整座城镇弥漫着温

馨的佳节气氛。

据报道，这名 12 岁男童基思

(Keith Burkett)2012年被诊断出罹患好

发于儿童的罕见疾病——未分化的软

组织肉瘤，医生曾对他进行多次手术

来移除体内癌细胞。

其间，基思不断来回医院进行化

疗，然而癌细胞却屡屡复发。今年5

月，检查后证实癌细胞已扩散至头骨

、肩膀、脊椎、骨盆及肝脏，医生称

基思“可能撑不到今年圣诞节”。

谈到最爱的儿子，基思妈妈心疼

地说，“他最喜欢过圣诞节了！他的

一生都被病痛和药物占据，我只希望

他可以好好享受最后一个圣诞节”。

9月底开始，基思的家被布置成

一座“冬季乐园”，点上蜡烛、圣诞

灯，摆放北极熊和圣诞老人玩偶，最

后再挂上写着“圣诞快乐，小勇者基

思”的布条。

邻居、商店小贩见状，也希望可以

给他一个永生难忘的圣诞节，便主动在

家中和车上吊挂冰柱灯和花环，这股圣

诞旋风很快就在镇上蔓延开来。

10月 21日，当地一所学校上百

人在优美的圣诞音乐中，打扮成圣诞

老人和小精灵迎接基思的到来，镇长

颁发勇气勋章给他。

此外，还出动消防车和上百台的

圣诞街车游行，坐上消防车，基思兴

奋的鸣了警笛表示：“这是我从来没

有体验过的，真的昰太棒了！我好喜

欢消防车。”

这个小镇提早2个月欢庆圣诞节
背后原因让人泪目

是调皮还是多动？三招教你判断

多动症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是一种与其年龄不相适应、以

注意障碍、多动和冲动行为为特征的心

理行为疾病。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

研究所、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主任医师

戚元丽博士介绍，多动症在我国的发病

率为5%~13%，是最常见的儿童心理行

为障碍性疾病。

多动症的孩子在学龄前期也会表现出

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时候不容易引起家

长的重视，或者家长很难将多动症与调皮

、好动等情况区分开。她支招称，可从以

下三方面鉴别是多动症还是调皮。

1.注意力缺陷

一般情况下，正常儿童注意力稳定

性的持续时间为：5~6岁的孩子可维持

约10~15分钟，7~10岁的孩子可维持约

15~20 分钟，10~12 岁的孩子可维持约

25~30分钟，12岁以上可以维持超过30

分钟。

但多动症患儿就不一样了，他们很

难自觉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上，注

意力持续的时间比同年龄的孩子要短，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表现为无意注意亢

进，即他们在做某一件事时，很容易就

受外界刺激而分心。但对于他们所感兴

趣的游戏、少儿节目等，则能聚精会神

。

2.活动过度

活泼好动、调皮捣蛋、对新鲜事物

或陌生环境充满各种好奇、活动量大等

等，这些都是孩子的天性，但正常活泼

好动的孩子，他们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下还是可以自我约束和控制的，比如，

他们可能在家活泼好动，但去到公共场

合时，他们就会有所收敛。

而多动症患儿常在不合适的场合也

过于活跃，很难安静下来，如他们不遵

守课堂纪律，上课时总是小动作不断，

话多且容易插嘴或打断别人说话，甚至

离开座位在教室里奔跑打闹等，而且他

们的活动又是缺乏目的性的，要他们由

始至终地完成某一件事，对他们来说是

极其困难的。

3.易冲动

多动症患儿常对不愉快的刺激反应

过度，不分场合，不顾后果，心血来潮

想干嘛就干嘛，在跟别人

交谈或回答问题时，也常

常是还没等对方说完就马

上打断别人，而且常常

“明知故犯”，尽管因此

经常受到批评，但他们仍

是屡教不改。

“总的来说，多动症孩子

和正常孩子相比少了一些

‘分寸感’，即经常在不

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

有很不合适的行为，此时

就要引起家长注意了。”

戚元丽说。

确诊：收集病史+临床评

估+辅助检查

目前临床上诊断多动症，

主要通过临床面诊收集病

史，临床检查与评估，以

及一些实验室和辅助检查。

病史采集主要通过询问监护人获得

，也可以从老师反映的情况加以补充。

面诊时要做体格检查、神经系统检

查和心理检查。实验室检查一般包括血

、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身高、

体重与血压等，便于了解儿童的基本躯

体状况，排除用药禁忌。心理检查评定

注意力水平、心理功能、智力水平、认

知功能等。

脑电图检查是很重要的检查项目。

ADHD儿童有45%～90%有脑电图异常，

表现为慢波增多、调幅不佳、不规则、

基线不稳，B渡的频度及波幅均较低，a

渡的频度增高，但无特异性，大多数儿

童为轻-中度异常，提示脑发育的滞后。

如果该儿童幼时有高热惊厥史、抽搐史

或抽搐家族史，应检查脑电图排除癫痫

。

还可能要进行脑诱发电位和脑电涨

落图检查，“说到CT与核磁共振检查，

在国外，科研中对多动症进行功能核磁

检查，结合认知心理学的检查，发现了

ADHD与正常儿童特异性的差异表现，

但目前还没有应用于临床。”戚元丽说

。

多动症不治疗犯罪风险高

多动症虽常见于学龄儿童，但

有 70%的患儿症状会持续到 18 岁，

30%的患儿症状会持续终身；继发或

共患破坏性行为障碍及情绪障碍的

危险性高；成年期物质依赖、反社

会性人格障碍和违法犯罪的风险是

一般人群的 5~10 倍。患者是学业和

职业成就低的高危人群，给家庭和

社会均造成沉重负担。“所以，家

长对孩子的多动症一定要重视，积

极寻求解决办法，不能听之任之。

”戚元丽说。

在多动症的治疗方面，戚元丽强调

，药物治疗是基础，在此基础上，再配

合行为治疗和心理治疗。“药物治疗是

场持久战，目前国际上对多动症的最新

治疗目标是让患儿的症状达到持续的完

全缓解，使其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社会功

能，最大限度地改善社交。这个过程通

常需要一年以上，至于什么时候停药则

要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来决定。”戚元

丽说。

如何判断孩子是否有多动症?
看有无"分寸感"

一刻不停地动，上蹿下跳没有一刻安稳，上课不认真听讲，活动

特别多，需要老师多次提醒，情绪不稳定，常常冲动任性……很多家

长把这归咎于孩子调皮，“欠收拾，打一顿就好了”，殊不知这是多

动症的典型表现。

专家表示，多动症是神经发育缺陷疾病，“明确是一种疾病，得

治！”如果不加干预，有30%的孩子症状可延续到成年期，给孩子一

生带来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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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花旗參茶福袋

>  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  四十多年信譽保證

> 地道原參絕無添加   >  參香濃純延年益壽

2019 新款

加碼
送好禮!

許氏各款參茶

隨意組合120袋

晶彩彈跳
 保溫瓶送

體面貼心 送完為止!

#1034 (20包) x 6盒 #1038 (40包) x 3盒 #1039 (60包) x 2盒

或或

＊每組裝120袋參茶福袋
即贈一款保溫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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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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告
星期六 2018年11月24日 Saturday, November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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