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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廣 告

 佛 光 山 休 士 頓 中 美 寺 
F O  G U A N G  S H A N  C H U N G  M E I  T E M P L E 

中美寺萬壽園 
Columbarium -龕位 & 牌位 法師說法每周日:11:30am -12:30am 

把握當下，才能創造繼起的生命展望未來，應該把握當下的機緣                
《星雲大師著》 

社教課程： 

禪修課-周六:10:30am 

太極課-周六:2:00pm 

三好兒童班-周日:10:20am

六:10:30am 

 

共修法會： 

每周日:10:30am 

普門品、金剛經、 

藥師經、阿彌陀經、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BLIA Houston 

 佛光會把歡喜的種子遍灑人間，

將 融 和 的 理 念 佈 滿 世 界 。 

全球佛光人致力於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等。 

歡迎加入成爲佛光會員，請洽中美寺。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說：

「人間佛教是擁抱生命的佛教，是

解決生死的佛教，是落實生活的佛

教。」讓往生者能有一處寧靜詳和

的歸宿，也讓生者能在此殊勝的殿

堂 禮 敬 先 人 , 緬 懷 親 人 。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日 
(上午 11:30AM-下午 3:30PM) 

-美味素食及花茶 

寺院開放時間: 周二 -日 (上午 10:00AM-下午 5:00PM)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77477      TEL: 281-495-3100   Website:www.houstonbuddhism.org   Email:info@Houstonbuddhi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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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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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f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学金募款遊園會學區扶輪社獎学金募款遊園會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徵選活動開跑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訂於 2019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University of Houston – Downtown, 地址: One Main Street,
Suite GSB311 (3F, Girard Street Building), Houston, TX 77002】
舉辦2019年休士頓電腦化華語文能力測驗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TOCFL)。

為對應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
FR)」，華語測驗共分為三等六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
進階高階級及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依據測驗成績細
分為兩級，分別為入門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流利
級、精通級，共六級。依據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公
布關於中文預修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的課程說明
，學生接受 AP 課程結束後的程度，接近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
FL)語言能力指標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中高級程度(Inter-
mediate high)，對應於華語測驗考試進階級(Level 3)。意即若
學生能通過華語測驗的進階級，其程度相當於可通過中文AP
考試。請參閱對照表。

華語文能力測驗採用線上報名及電腦化施測。測驗分有

正體與簡體版本，全程使用電腦作答，無須手寫文字。測驗
完畢螢幕可立即顯示測驗成績。通過測驗者將獲頒華語文能
力證明書，可做為申請 「臺灣獎學金」與 「教育部華語獎學
金」等語文能力證明用途，具有就學及就業優勢。亦可以做
為中文AP考試的模擬測驗。歡迎大休士頓地區想瞭解自己華
語文能力者報名參加。

休士頓地區華語能力測驗報名費為 45 元。報名日期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9 日止。請至線上報名網站: https://
tocfl.sc-top.org.tw/ ，網頁上方選擇美國考區，選取休士頓考
場，完成註冊並列印出報名表，於本年2月20日前將報名表
及 報 名 費 支 票 （ 支 票 抬 頭 為 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Houston）郵寄達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12, Houston, TX 77046。

請務必於本年2月20日前繳費方完成報名手續。考生可
自行上華測會網站瞭解各報考等級所需字彙（網址：http://
www.sc-top.org.tw），或進行線上模擬試題測試。

有 意 辦 理 團 體 考 試 的 各 機 構 ， 歡 迎 以 電 郵 brownie.
ch@mail.moe.gov.tw 或電話 713-840-3854 與駐休士頓教育組
連絡。

（ 本報訊） 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將在 2019年 2月1
號，星期五中午, 參加 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 。這
項 Alief 學區募款活動已經舉辦將近二十年，每年利用遊園會募款提
供 $32,000 給 Alief 校區, 單親或無家可歸的貧窮學生四年的學雜費用
。屆時將有許多不同的攤位和團體參加烹飪比賽， 提供不同的 soup’

er bowls 參加競選。大專校聯會將提供佈置美觀的攤位，以中國農
歷年新春迎喜，豬年大利為主題, 並提供各式的春節小燈籠，春節
喜糖 ，幸運餅乾，送給大家. 屆時並由僑委會提供資料給校聯會，
向各方與會人士介紹台灣的風土民情 。美南大專校聯會, 由會員們踴
躍募款，並由關懷推管委員會代表, 將捐款—千元來贊助 Alief 學區貧

窮學生。遊園會將從早上11時到下午1時，在Tracy Gee center 對面附
近廣場舉行。地址是在Quillian Center-3663 West Center Drive 77042.
歡迎僑界朋友共襄盛舉，熱烈參與。

2019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開始接受報名！

（ 本報訊）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為提倡 「熱愛生命」之精神，並鼓勵在各自領域有具體作為足以實踐
事蹟者，特舉辦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甄選，甄選活動時間自本(108)年3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對象:全球各國人士。
申請類別:
(1) 勇敢事蹟:不畏環境艱難或疾病痛苦，而能呈現其勇敢與毅力足資褒揚者。
(2) 愛心事蹟:捨己救人，友愛孝親或其他愛心事蹟，散發人性之光與熱足資褒揚者。
(3) 努力事蹟:就其個人資賦，因努力不懈，超越上天賦予之極限，其精神可讓世人學習褒揚者。
(4) 成就事蹟:經長期努力，鍥而不捨，終能有所成就而嘉惠社會大眾者。

推薦辦法：
(1)各機關社團、學校或個人均得依據本辦法向該基金會推薦候選人。
（2）推薦請使用規定之推薦表，填妥申請類別，具體優良事蹟外並檢具有關證資料文件。
（3）請附候選人自傳一篇（可由候選人父母或推薦人代筆，至少三千字），內容包含候選人之優良

德行、傑出成就或奮鬥經過及對周遭影響與社會貢獻。
（4）請附與候選人優良事蹟之有關照片（包括二吋照片二張及生活照20張）。
詳情請上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網址http://www.ta.org.tw)網站查詢或致電（電話：02-29178770

、傳真：02-29178768、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明德路52號3樓、e-mail:ta88@ms17.hinet.net）。

 

 
 
 

青少年眼睛發育和近視防控 
 陳卓醫生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 本週二(2 月 5 日)晚 7:30 播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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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甄選活動開跑甄選活動開跑

美南銀行第13屆 「2019年美南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凡具資格應屆學子敬 請把握及早申請

2019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舉辦新春聯歡會佈告

（本報訊） 美南銀行第13屆 「2019年美南
獎學金」申請活動己於2019年2月初起開始接
受報名申請，並將於2019年4月30日截止申請
。 「美南獎學金」的申請不局限于美南銀行客
戶，舉凡應屆高中畢業生、清寒優秀學子學業
平均成績GAP 3.0以上，並已拿到入學許可者均
可申請。獎學金獲獎名單將於2019年5月初公
佈，同時以郵寄通知。頒獎活動於2019年5月
底前舉行月底在美南銀行總行內舉行頒獎儀式
。有關相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格要求、申請表
格，可於美南銀行各分行索取，或請洽美南銀
行公關 Ling Chuang (莊幃婷) 713-272-5045 ，
或email:ling.chuang@swnbk.com

「美南獎學金」自2005年起由美南銀行董

事會設立和主辦，主要獎勵對象以應屆高中畢
業生為主，期許借此獎學金設立目的表彰成績
優秀學生,獎助弱勢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
學費用,爭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
取得優異成績的動力，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
才。20年來獲得本地商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持
。

「美南獎學金」名額共設五位，每位獎學
金為美金1000元。由美南銀行獎學金評審委員
負責審理，從每年的申請者中根據所提供的在
校課學業成績、課外社區服務相關證明資料、
其他活動比賽的得獎資料、兩封介紹信教師推
薦信、學生自我介紹信兩頁、及學生本人在校
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例如：演講比賽，

運動比賽，學校樂團等、和家庭經濟狀況財務
證明 ( 收入 )等。在美南獎學金評選委員審核評
鑑後，於2019年5月初公佈資格獲獎學子。並
以郵寄通知獲獎者，在5月底於中國城總行舉行
頒獎儀式。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地址: 6901 Corpo-
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21年來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富
的文化資源，以專業的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
，提供客戶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美南銀行在21
年業務不斷茁壯成長擴展的同時，並本著取之

社區、回饋社區的原則，盡應有的社會責任，
除了每年在休士頓和達拉斯二地提供清寒獎助
學金外，還不定期舉辦各種專題的講座和參與
社區各項等公益活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
拉斯 Plano、Richardson 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
、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
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
務辦事處。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
行特別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務，歡迎大家多多
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swnbk.com

華商經貿聯誼會將於 2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舉行年度首次活動

（本報訊）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不知不
覺又是春節時分，春回大地，鳥語花香的時節
，休士頓客家會及客家文教基金會將於二月十
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假臺灣人活動中心大
禮堂舉辦新春聯歡會，歡迎本會鄉親攜眷並邀

請親朋好友踴躍參加，共渡佳節。
理事會將提供客家美食午餐、發壓歲錢給

長輩及幼童、提供歌唱及舞蹈節目，與鄉親同
樂。休士頓客家會、客家文教基金會及理事、
委員、顧問及熱心會務的鄉親，將捐贈禮品供
摸彩助興，讓鄉親藉此春節喜慶回味往日歡樂
時光，交換家常生活及經驗點滴，共享 「千年
榕樹共條根，客家血脈一家親」的大家族情誼
。

聯歡會將於上午十一時開始報到，十二時
提供客家美食午餐，下午一時開始同樂節目。
新春聯歡會盛況可期，請鄉親攜眷並邀請親朋
好友踴躍參加，共渡佳節。

臺灣人活動中心地址是 5885 Point West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由Gessner與Har-
win 十字路口，經 Harwin 西行第一條街左轉
Point West Drive 南行約100公尺處。

詢問請電會長汪幹雄, 電話 832-248-9185
，客家文教基金會主任委員魏明亮，電話
832-275-7180, 聯歡會籌備理事管光明，電話
713-826-3889，賴瑞華，電話 832-755-7177
。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汪幹雄宣佈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汪幹雄宣佈,, 休士頓客家休士頓客家
會將於二月十日會將於二月十日，，星期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假臺上午十一時假臺
灣人活動中心大禮堂舉行休士頓客家會與休灣人活動中心大禮堂舉行休士頓客家會與休
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新春聯歡會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新春聯歡會 ，，歡迎大歡迎大
家踴躍參加家踴躍參加.(.(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 華商經貿聯誼會之成立目的:
僑委會為擴大各類研習活動之成效,促進在地
互動交流,於是在各地區輔導曾經參與僑委會
各類研習班之學員們成立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 華商經貿聯誼會為了響應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的僑務新局,並配合國家
經濟發展策略, 本會在元月五曰召開今年第—
次理事會,除了選舉出新會長黄春蘭, 並訂定目
標協助僑委會及僑教中心在休士頓加強推動僑
委會各類型商業邀訪團及研習班, 以及辦心得
分享會邀請曾參加過各類型邀訪團及研習班的
學員分享他們的心得和經驗. 旨在搭建休士頓
與臺灣的投資合作平台,藉以促進商機交流,同
時結和休士頓僑臺商的組織力量及優勢資源協
助國內產業開拓人脈,籌募基金,佈局全球, 達到
共創雙贏的局面.

今年的僑商策略, 將以"投資臺灣" 為主軸,
在新的年度裡僑委會將擴大籌劃投資臺灣新創
產業等各類型邀訪團, 洽邀海外重要人士及訪
團返臺參訪,辦理臺灣新創產業論壇, 以及配合
新南向政策及新南向地區需求, 辦理相關巡迴
講座等活動, 達到對臺灣經濟成長動能及對僑
民經濟事業發展有益之雙贏目標.

華商經貿聯誼會將於 2 月 10 日(星期日)

下午 2 點半至 4 點半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今
年第一次活動:

主題:
1. 僑委會 2019 年各類型商業邀訪團和研

習班之說明會, 主講人: 僑教中心陳主任奕芳
2. 學員心得分享會
a. “鏈結台灣工商業 ,行銷產品于北美”,

主講人: 梁慶輝
b. “投資臺灣醫療產業邀訪團”, 主講人:

周宏
c. “臺灣烘培技術暨創業研習班”,主講

人: 蔡舜年
3. 僑胞卡,服務團隊,網站,特約商家,消費優

惠,主講人: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
僑教中心新上任的陳主任將會請來僑胞卡

休士頓特約商家, 欲申請僑胞卡者,請帶上護照
. 蔡舜年是一品屋前老闆,他會製作美味的點心
作為他的成果分享,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也請廣
泛傳給年青專業或創業人士,了解僑委會用心
為我們安排的各類型商業產業邀訪團和研習班
之活動內容, 並與大家分享您曾經參與的經驗
或成果! 更歡迎您加入我們的行動行列給予我
們建議和指導,新上任的會長黄春蘭在此誠摯
邀請您!感謝您!

（本報訊）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為
提倡 「熱愛生命」之精神，並鼓勵在
各自領域有具體作為足以實踐事蹟者
，特舉辦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甄選
，甄選活動時間自本(108)年 3 月 1 日
起至6月30日止。

對象:全球各國人士。
申請類別:

(1) 勇敢事蹟:不畏環境艱難或疾
病痛苦，而能呈現其勇敢與毅力足資
褒揚者。

(2) 愛心事蹟:捨己救人，友愛孝
親或其他愛心事蹟，散發人性之光與
熱足資褒揚者。

(3) 努力事蹟:就其個人資賦，因
努力不懈，超越上天賦予之極限，其

精神可讓世人學習褒揚者。
(4) 成就事蹟:經長期努力，鍥而

不捨，終能有所成就而嘉惠社會大眾
者。

推薦辦法：
(1)各機關社團、學校或個人均得

依據本辦法向該基金會推薦候選人。
（2）推薦請使用規定之推薦表

，填妥申請類別，具體優良事蹟外並
檢具有關證資料文件。

（3）請附候選人自傳一篇（可
由候選人父母或推薦人代筆，至少三
千字），內容包含候選人之優良德行
、傑出成就或奮鬥經過及對周遭影響
與社會貢獻。

（4）請附與候選人優良事蹟之

有關照片（包括二吋照片二張及生活
照20張）。

詳情請上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
金會(網址 http://www.ta.org.tw)網站
查詢或致電（電話：02-29178770、
傳真：02-29178768、地址：新北市
新 店 區 明 德 路 52 號 3 樓 、 e-mail:
ta88@ms1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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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李元鐘（李元鐘保險）
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將於2月9日(

星期六)早上10點至中午12點在美南銀行
總行社區活動中心特邀淡江大學校友李
元鐘先生主講“2019美國老人醫療保險
(Medicare)面面觀”相關議題。免費入場
，備有茶點，敬請踴躍參加，以備不時
之需。名額有限，儘早登記，請聯絡休
士頓李元鐘保險 Kevin 謝經理，電話
（832）500-3228，郵箱Houston@john-
leeins.com 。

李元鐘背景介紹
李元鐘大學畢業於臺灣淡江大學保

險系，哈特福大學〈University of Hartford
〉的保險碩士，康州首府哈特福市被譽
為〝世界保險之都〞，不間斷的保險專
業生涯二十年，曾長時間歷任大型保險
公司理賠專員，個人持有幾乎所有的高
階保險專業認證資格，包括全球僅三萬
多張的保險業國際最高認證的 CPCU〈產
險及責任險最高證書〉，以及需要有長

期實務經驗才可能考取的 ASAI〈非標準
保單證照〉和 AMIM〈海上保險師執照〉
等等，其專業證歷之堂煌、差不多可以
用〝恐怖〞來形容，是達福地區以及休
斯敦地區保險專業的學經歷最為雄厚的
華人保險經紀人。

以下為演講內容摘要：
Part 1：美國老人保險 （Medicare）

認知
美國的老年人多數通過參加聯邦政

府管理的 Medicare 老年人醫療保險得到
醫療保障。參加 Medicare 老年人醫療保
險需要年滿65周歲，並且在美國工作並
納稅至少十年以上 (每年最多可拿4點，
換句話說要有40 點) 。獲得美國綠卡的
老人在移民美國滿五年後也可以自費購
買 Medicare 醫療保險。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其內容
分為兩大部分，Part A提供住院，part B
則以門診為主。此保險計劃必須註冊
（Sign-up），他不是自動生效。在您滿
65歲的錢3個月，要特別留意是否有收
到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
tion) 的歡迎信 (Welcome Letter) 。此信的
內容是恭喜您快滿65 歲，您可以獲得美
國政府的福利)，共有7 個月( 前3 個月、
後3 個月、生日當月) 可加入此計畫。不
管您有沒有收到此歡迎信，李元鐘建議
您 「絕對」 要走一趟社會安全局，確定
您的福利不受影響，千萬別讓權利睡著
了。而生效日是在您滿65 歲的那個月份
的1 日開始，例如您是今年10 月31 日才
滿65 歲，但是早在10 月1 日您就符合享
有此福利，政府讓老百姓佔便宜。

Part 2: Medigap 和 Advantage 計劃
的選擇

到了 「退休」 年紀，大多數長者已
習慣於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醫療

保險上更是年復一年 「從一而終」 ；然
而如何挑選個人保險計畫，有的人是單
純以保費高低來抉擇，有的人是看朋友
投保什麼就跟著加保，結果面臨醫療需
求時才赫然發現自己不僅沒得到福利保
障，甚至在醫藥費與保險費都白白花了
許多冤枉錢。其實應根據個人健康、經
濟狀況，逐年評估未來需求與適時調整
保險計畫。

聯邦醫療補充保險(Medigap)與聯邦
醫療保險優惠計畫(Part C)各有許多子計
畫，保費(Premium)計算也各有不同。
Medigap可幫助支付Original Medicare所
不支付的某些自付費用，十個承保級別
對自付扣除金(Deductible)、定額手續費
(Co-pay)和共同保險(Co-insurance)等給
付不同，所以可隨時註冊參加，並且在
開放註冊期(IEP，滿65歲並參加註冊Part
B當月後的六個月內)加入，還不會因健康
紀錄而被拒保或被收取較高保費。

至於Part C除提供Original Medicare
所有承保範圍福利，多數還提供Part D處
方配藥，或者牙齒保健、視力與聽力檢
查及輔助用具、健身會籍、全球急診等
不同福利可作選擇，有的計畫甚至可以
做到零保費，所有計劃也都有一個自付
的上限，超過之後便不須再掏腰包，故
在財務保障方面更為彈性靈活，每年10
月15日至12月7日(休士頓在2017年延至
12月31日)的開放註冊期，正是進行參加
、轉換或取消Part C與Part D的好時機。
有些移民美國的長輩認為台灣健保 「物
美價廉」 ，因此非但不願加保Part C或
Medigap，甚至連Original Medicare都想
逃避，感覺每年拿省下的保費去買來回
機票、付醫療費加上探親旅遊都綽綽有
餘；但俗話說得好 「遠水救不了近火」
，有時我們身體突然出現病痛，連有沒

有辦法上飛機都可能是大問題，所以元
鐘建議長輩們在美國千萬不能沒有保險
，要如何以最適合自身狀況的方式投保
，可隨時向專業並可靠的保險經紀從業
人員進行諮詢。

Part 3: HMO與PPO的比較
提起聯邦醫療保險的優惠計畫Part C

，制度設計上雖讓長輩們依自身意願選
擇是否加入，政府再以撥發補助款給保
險公司，讓民間企業有效率的行政與管
理作為來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計畫形
式自然會以坊間常見的醫療保險為準則
，故在各保險公司所提出的Part C計畫中
，同樣也有 「健康維護組織(HMO)」 、
「優選醫療機構 (PPO)」 或 「定點服務組

織(POS)」 …等許多種方案，來供各地已
加入Medicare 的長者選擇。

由於Medicare 並非免費參加與使用
，被保險人得繳付保費與就醫時的自負
額，各州政府除對經濟弱勢的民眾設有
Medicaid 加以補助，Part C 的子計畫也常
因被保險人身分另有變化。許多保險公
司不僅推出同時具

備Medicare 與Medicaid 雙重身分長
輩可參加的SNP 方案，在聯邦政府與地
方政府的雙重挹注，有時個人保費甚至
降到比年輕力壯並擁有團保的上班族還
低，同時併有處方藥計畫Part D，或者免
費使用健身房…等預防保健項目，讓長
輩們有更強健的身體來減少就醫看診的
開銷。

若以最常見的HMO 或PPO 相較，二
者最明顯的差異便在是否需要指定家庭
醫生(PCP)，才得因病情需要而轉診至同
網絡的專科醫生診治，進而產生低保費
高自負與高保費低自負的差別；然在年
紀漸長以後，許多慢性疾病正不知不覺
地在眾人身上持續進展，患者有沒有定

期檢查、追蹤與按時服藥，對自身病情
與衍生性疾病後續變化影響甚鉅，所以
統計顯示定期看診並用藥的慢性病患醫
療費用總額，有時還比從沒檢查看診，
但突然發病而需緊急就醫的單次醫療費
用為低，這也讓保險公司的盤算為之轉
向，願意 「讓利」 給常看醫生的 「好病
人」 。從價格、就醫自由度與承保範圍
來作考量，加上自身是否罹有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或腎臟病，是否需要長期檢
測與用藥控制，Part C 的方案該如何選擇
與投保加入，真的能對許多長者晚年生
活提供更多助益。至於醫療網絡內的家
庭醫生當如何指定、常用藥物有無列入
保險給付的藥品清單，或者保險公司有
無提供跨州( 境外) 就醫的保障等問題，
您可與所信任並真正專業的保險經紀人
多作溝通。就算您原本投保的計畫在使
用過程覺得不符需求，也可把握註冊轉
換期AEP 與特別註冊期SEP 進行轉換，千
萬不要讓個人應有權益白白浪費了。
結語&QA

元鐘已處理過不下數百件的老人保
險申請案，希望把專業與最重要的實務
經驗分享給讀者，所以懇切建議您直接
前往社安局辦公室申辦與查詢。絕大多
數公務員都很盡心盡力在為民服務，跟
美國政府打交道是完全不用走後門或套
關係，美國公務員絕大多數都堅持依法
行政，所以有些無法完成的案件，通常
都是溝通不良所造成。如果您能正確的
使用CM5-40B表格 「Part B加入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Enrollment in Medicare
Part B) 」 來加入Part B，那麼不應會有出
錯的機會，也希望長輩們能把握機會趁
早加入Medicare，讓您的醫藥需求獲得
完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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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海外青年

英語服務營」 自2006年與教育部合作
開辦至今，已逾3萬餘名臺灣偏遠地
區學童受益，甚受海內外各界肯定，
2014年及2016年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
族委員會亦加入合辦的行列；今(2019)
年預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
國、愛爾蘭、南非及貝里斯等地區
590名青年志工回臺服務，美南地區
分配名額為56名(含客籍7名)。

「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以就讀
11年級以上且於2019年11月30日前年
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之海外青年

(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並以英語為
母語、能簡單中文溝通、身心健康、
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活，且具高
度從事志願服務、未曾參加本活動者
，為優先錄取對象(報名客籍青年志工
者須由客家社團推薦)。

活動時間自2019年6月29日至7
月27日止，為期4週，包括英語教學
訓練課程、前往臺灣偏遠地區國中、
國小從事英語教學志願服務及寶島參
訪。主辦單位負擔學員在營隊期間之
膳宿及團體交通、行政等費用，另為
每位學員投保新臺幣400萬元意外險

及40萬元醫療險。學員則需自行負擔
僑居地至臺灣之往返旅費、醫療保險
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用及提前或延
後離營之膳宿及其他等費用；全程參
與前3週服務活動及完成心得感言且
無違反主(承)辦單位或服務學校之各
項規定之學員，將由主辦單位頒發80
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3月15日止
，目前暫採書面報名，線上報名網頁
將自2月15日至3月15日開放，屆時
申請人可至營隊網站(https://teenage.
ocac.gov.tw)建立個人網路帳戶，填寫

並上傳申請資料，確認無誤後，列印
網路登錄確認單，連同報名表、營隊
規則、醫療保險影本、出生證明影本
及護照影本等，於報名期間內，送
（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辦理報名，成績單則另由學校
直接寄至僑教中心。相關簡章及報名
表件可至(www.ocac.gov.tw) /僑生服
務/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下載運用，
或洽僑教中心張小姐：713-789-4995
分機113，電子郵箱：lorrainec@hous-
tonocac.org

西南管委會主辦西南管委會主辦20192019年公共安全第一次會議年公共安全第一次會議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西南管委會捐贈西南管委會捐贈$$12001200給給WestsideWestside警察局為兒童買聖誕玩具警察局為兒童買聖誕玩具、、
因為經費不夠因為經費不夠Alice LeeAlice Lee自掏腰包自掏腰包$$600600、、 以應對他們的預算短缺以應對他們的預算短缺

西南管委會向西南管委會向 LandisLandis，，HornHorn（（國際區國際區））和和Best ElementaryBest Elementary
（（西南西南））的小學生提供了的小學生提供了300300多件玩具和多件玩具和100100輛自輛自 行車行車。。國際國際

區為這項工作提供了區為這項工作提供了600600美元美元。。

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哈里斯縣檢察官辦公室代表哈里斯縣檢察官辦公室代表 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 南格斯納分南格斯納分
局指揮官克雷格局指揮官克雷格··貝拉米貝拉米

11月月1616日中西分局指揮官亞西日中西分局指揮官亞西
爾爾··巴希爾出席巴希爾出席20192019年公共安年公共安

全第一次會議全第一次會議

西南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如西南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如 西南管委會負責治安西南管委會負責治安RajRaj
AdnaniAdnani主持主持20192019年公共安全年公共安全

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

負責中國城治安員警負責中國城治安員警、、第第55區區警區區警、、SEALSEAL保安人員出席公保安人員出席公
共安全第一次會議共安全第一次會議

由西南管委會主辦由西南管委會主辦20192019年公共安全第一次會議年公共安全第一次會議、、警察局首警察局首
席副局長溫迪席副局長溫迪··拜布里奇率中西分局指揮官亞西爾拜布里奇率中西分局指揮官亞西爾··巴希爾巴希爾、、
南格斯納分局指揮官克雷格南格斯納分局指揮官克雷格··貝拉米貝拉米、、西部分局指西部分局指 揮官邁克揮官邁克
爾爾··福哈伯福哈伯、、還有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還有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哈里斯縣檢哈里斯縣檢
察官辦公室察官辦公室、、MetroMetro警察局警察局 和休斯頓消防局的代表出席盛會和休斯頓消防局的代表出席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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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
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
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
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腹腔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
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
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
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
！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
的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
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
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

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
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
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
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
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
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
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
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
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
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

，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好了病，
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英語好的
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虧有李
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
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
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10年，
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
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
、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

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
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
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
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
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
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
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註
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
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
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李醫生免費
幫你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慶祝中國春節慶祝中國春節，，明天明天China Bear BuffetChina Bear Buffet中中
國熊自助餐舞獅迎新祈福國熊自助餐舞獅迎新祈福！！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菜在全世界都有名，
而且中國自助餐在美國特別受歡迎，休斯頓最大的
中餐自助餐是China Bear Buffet中國熊自助餐。Chi-
na Bear Buffet中國熊自助餐可以說是休斯頓最老字
號的自助餐了，為慶祝中國春節，明天兩家China
Bear Buffet中國熊自助餐將請舞龍舞獅隊來飯店舞
獅，迎新接福！上午 11:30 至 12:30 在糖城附近的
China Bear Buffet 中國熊自助餐（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舞獅；下午3點到4點
在北部，另一家 China Bear Buffet 中國熊自助餐
（15000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77090）舞獅。
華人朋友們請於明天去China Bear Buffet中國熊用餐
，既能享受美味又能沾點福氣，度過一個有趣的周
六。

舞獅是中國民間習俗，人們在喜慶日子裏用舞
龍舞獅來祈禱龍和獅子的保佑，以求得風調雨順，
五谷豐登。獅子外形威武，動作剛勁，神態多變，
人們相信獅子是祥瑞之獸，舞獅能夠帶來好運。從
春節到元宵燈節，許多地方都有舞獅的習俗，迎新
祈福。舞獅人身穿彩色獅褲和金爪蹄靴，外形和真
獅極為相似。引獅人以古代武士裝扮，手握旋轉繡
球，配以京鑼、鼓鈸、逗引瑞獅。獅子在“獅子郎
”的引導下，表演騰翻、撲跌、跳躍、登高、朝拜
等技巧，並有走梅花樁、竄桌子、踩滾球等高難度
動作。舞獅表演時講究表情，有搔癢、抖毛、舔毛
等動作，惟妙惟肖，逗人喜愛，也有難度較大的吐
球等技巧。舞姿勇猛而雄偉，氣概非凡，獅子為百
獸之尊，形象雄偉俊武，給人以威嚴、勇猛之感。

中國人將獅子當作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認為它能驅
邪鎮妖、保佑人畜平安，舞獅的美好寓意是祈望生
活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兩家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中國熊大酒家都
位於高速公路旁邊，遠遠望去，一處頂著明黃色琉
璃瓦的中國建築群，在旁邊西式建築的襯托下，非
常引人註目。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中國熊的東
主郭老板有著很濃的中國情結，對中國文化情有獨
鐘，兩家餐館的整體建築風格和內部裝修裝潢他都
親自參與設計、監督裝修，打造出獨一無二的風格
，讓人去就餐的時候既能享受到美食，也能欣賞到
美景。給每一位顧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兩家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中國熊自助餐都
緊靠鬧市區，車水馬龍，待走近則感覺清幽雅緻、
匠心獨運，門口是相連的兩口小小池塘，裏面養了
幾百條2尺來長的五彩錦鯉，配上黃色的琉璃瓦、
紅色的門廊，濃濃的中國風很是迷人。走過迷你型
的九曲橋，推門進到店堂裏，裏面則別有洞天、豁
然開闊，占地13000尺的店堂分為好幾個功能區，
整個飯店可容納500人同時就餐，是休斯頓最大的
Buffet店。餐廳四處擺放著姿態各異的盆景，在這裏
感覺天人合一、恍若仙境。餐廳還設有禮品部，銷
售各種中國文化的根雕、瓷器和各種飾品以及風水
用品，這些禮品都是郭老板親自從中國收集而來，
品味不凡，值得收藏。

China Bear Chinese Bufft中國熊自助餐整體布局

和裝飾則為中國庭院式風光，令人印象深刻，任何
一個細節都力求完美，餐廳整體大氣開闊，橙紅色
的暖光讓餐廳變得朦朧溫馨。整個餐廳分成好幾個
功能區，有適合商務聚會可容納一百多人的大party
room，也有適合小型家庭聚會的可坐15人的小包房
。大廳面積雖大，但私密性卻很好，店裏到處都掛
著巨大的電視機，一邊看電視一邊和三五好友聊天
吃飯，可以確保別人不會聽到您的竊竊私語。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有好幾個大Buffet Bar
，中式、日式、美式各式美食，超過100種菜餚任
您選擇！南北川菜、美式牛排、日本壽司，想吃就
吃！ 各種口味的顧客都可以在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找到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使顧客真正做到滿意
而歸。

要過年了，還等什麽，明天趕緊去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去大吃一頓吧，順便欣賞一下舞獅，
沾點福氣，恭喜您新年發財！

China Bear Buffet中國熊自助餐1號店
地址：15000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77090

電話：281-233-9800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中國熊自助餐糖城店
地址：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77477

電話：281-240-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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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抽簽順序
移民局將改變往年的抽簽程序：

2019年起，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
第一輪抽簽，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
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第一輪
抽簽共有六萬五千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
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
第二輪抽簽，這一輪抽簽有兩萬個名
額。

抽簽順序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士
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增加16%
（5340個中簽）的中簽機會。對於擁
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
請人來講是好消息。

部分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
從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起，

針對已經遞交的占名額的H1B工作簽
證的申請，移民局宣布恢復加急服務
。

移民局自2001年7月30日起開
辦了快速審理服務。申請人在自願的
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410美元的“加
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速審理案件
，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否批準,
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局在
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
退回加急費。
從2018年9月11日開始，移民局暫
停了絕大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
急服務。

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
美國移民局在2018年12月3日

公布新的H1B申請程序草案：“電子
註冊”申請程序。 這個新程序要求
H1B申請方在移民局規定的時間內進
行電子註冊。移民局會在有效的註冊
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雇主會
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的
時間遞交H-1B申請。

需要註冊的內容包括：
1. 雇主的名字，雇主的稅號EIN

，雇主的郵寄地址；
2. 獲得授權代表雇主的代表方的

名字，職位，聯系方式（聯系電話和
郵件地址）；

3. 受益人的姓名，生日，出生地
，國籍，性別，護照號碼；

4. 受益人是否在美國獲得了碩士
或碩士以上學位；

5. 其他相關信息。
由於系統調試沒有最後結束，電

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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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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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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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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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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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
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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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t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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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11BB工作簽證頒布新規工作簽證頒布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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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韵歌唱藝術團心之韵歌唱藝術團
20192019 迎新春音樂會迎新春音樂會 （（ 上上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圖為心之韵歌唱藝術團所有成員在閉幕時接受獻花後圖為心之韵歌唱藝術團所有成員在閉幕時接受獻花後

，，與貴賓們合影與貴賓們合影。。

張絲華演唱張絲華演唱《《陽光路上陽光路上》。》。

「「心之韵歌唱藝術團心之韵歌唱藝術團」」 演唱演唱《《 在希望的田在希望的田
野上野上》。》。

遲晶達遲晶達（（右右），），胡辛曙胡辛曙（（左左））演唱男女聲演唱男女聲
二重唱二重唱《《蘆花蘆花 》。》。

韓麗玫表演女高音獨唱韓麗玫表演女高音獨唱《《我親愛的爸爸我親愛的爸爸 》。》。 江岳的男高音獨唱江岳的男高音獨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陽太陽 》。》。

韓麗玫韓麗玫、、張馨一張馨一、、以及遲晶達表演女聲以及遲晶達表演女聲
三重唱三重唱《《春天的芭蕾春天的芭蕾 》。》。

吳宗焱吳宗焱、、江岳江岳、、胡辛曙表演男聲三重唱胡辛曙表演男聲三重唱
《《 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 》。》。

張馨一女高音獨唱張馨一女高音獨唱《《板藍花兒開板藍花兒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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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書生為食書生））花開富貴話金冠花開富貴話金冠
上月12 月下

旬，趁任職之美
國校區有聖誕及

新年快樂假期，我夫妻二人，坐上台灣的長
榮航空公司班機，由休斯頓先飛台北，然後
降落在香港大嶼山的國際機場，全程近17小
時。當我在休市騰空而上的一刻，儘管是深
夜12點光景，窗外長空漆黑一片。然而在我
心底內，卻是陽光普照，千多年前唐朝詩聖
杜甫那首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在我腦海
上下翱翔：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結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出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此詩反映大詩人喜聞朝廷收復亂黨侵佔

的土地，夫婦兩人雙雙結伴返家同遊。當中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結伴好還鄉。」 成

了千古佳句。我之所以有同樣的感覺，也因
為遠離故國，能夠在歲末佳節回到港澳地區
，跟親朋戚友在茶樓酒家把酒言歡，品嚐南
北菜式，直是大快人心。

因為儒生出生於澳門，城中有着數以百
計的親友，因而每次返去旅遊時，在那裡渡
假的時間都是較多的。今時今日的澳門，已
非五、六十年前的小市鎮，自19 年前回歸祖
國懷抱，把澳門賭杈開放後，來自香港及美
國的大財團，紛紛在小島上厲兵抹馬，大張
旗鼓，建造起世界上一流的賭業酒店來，每
天24 小時，吸引着中國大陸過億的國民及東
南亞千百萬遊客，到來遊耍娛樂，令到澳門
百業興旺，其中飲食業更是高歌猛進。在這

塊彈丸之地，深得西方世界飲食界最大權威
「米芝林」 嘉獎的食肆，就數以十間，今次

我即使是走馬賞食，也不過其半哩！
歡情易逝，鳥倦知還。回到休市，週末

來到中國城百利大道，當然是走進金冠大酒
樓，跟親人一祭 「午臟廟」 . 舅兄言及新春
將至，我們往年的團年飯及開年飯，一般都
是分開來食。不過今次可以試行兩餐飯約，
一頓來嚐，為的是有一些親人，仍在中港兩
地經商，折回休市日期，已是大年初一之後
，但是大家又不想錯過年卅晚團年飯，所以
不如把團年飯及開年飯一併享受。

既然是一併而行，不要難為自己，辛苦
了一年到晚，要食就要食好些，一於挑選金
冠酒家的精選套餐。它分有三大款，各有千
秋，價錢從$278.88, $388·88 到$568·88，

概括山珍海味，諸君如想花開富貴，當然是
首選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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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春假（Spring break），正是
春光明媚的好時光，今年的春假是3/
11-3/15，王朝旅遊就給大家介紹一些春
假的旅遊路線：

一．休斯頓一日遊$45起/ 新奧爾良
2天1夜$198起或奧斯汀和聖安東尼奧2
天1夜$198起

二．經典美西遊$178起/ 美東$224
起美西推薦的是洛杉磯，大峽谷，拉斯
維加斯5天逍遙遊，天天出發，買二送
一。可以從洛杉磯出發，穿過森林，經
過沙漠，參觀胡佛水壩，西峽谷，羚羊
彩穴等，在世界聞名的賭城—拉斯維加
斯感受燈紅酒綠的繁華。

美東經典的波士頓，紐約，DC，尼
亞加拉瀑布經濟6日遊，每週五出發，
買二送二。深度暢遊美國的6大名城，2
大名校。領略紐約大都市的高貴典雅；
華盛頓DC首都的莊嚴肅穆；費城、波
士頓歷史名城的歷久彌堅；尼亞加拉瀑
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常春藤盟校哈佛
大學和頂尖理科院校麻省理工學院的深
度遊覽。

三．熱門路線—奧蘭多的迪士尼，
夏威夷，芝加哥，西雅圖，阿拉斯加
奧蘭多的4-9天團，涵括了各大知名主

題公園，最低只要$449/人起。夏威夷
的4-7日遊，不僅是遊覽檀香山，還可
乘坐小飛機前往火山大島和茂宜島遊覽
，每個島都有著不同的風情。芝加哥的
精華遊，探索母親之路66號公路。西雅
圖的浪漫遊，乘坐海岸星光號。阿拉斯
加可陸地遊可遊輪遊，三月的阿拉斯加
還是冰雪封山，乘雪橇看極光，最低只
要$299/人起。阿拉斯加，是真正的一
年四季皆風景。

以上介紹的主要都是美國境內的一
些旅遊線路，如果您想走的更遠，去更
多未知的地方探險旅遊，請致電或者微
信王朝旅遊咨詢前往世界各地的詳細旅
程。（圖片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護照更新和全
球簽證（包括：俄羅斯、申根、日本、
韓國/其他國家）”

同時擁有合規的“公證認證”代理
資質休斯頓最具權威的專業和精緻代理
“私人團”首選

更多行程請查詢王朝網站：www.
aaplusvacation.com 服 務 專 線 ：
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
廣場商鋪A14，敦煌廣場隔壁，大通銀
行 後 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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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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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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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生物都会因为季节变化

而发生改变，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

问题就是“栖息地迁徙”，当然并非所

有的生物是这样的。根据科学最新研究

表明，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科学家们

发现了一个“奇葩”的情况，就是在该

区域发现了“日本鱼”，什么情况，日

本的鱼居然跑到了美国去，栖息地的迁

徙也不会走这么远吧，确实根据科学家

证实，在美国发现“日本鱼”确实有其

他原因。

科学家称，初步判定的结论是因为

在2011年的时候，由于海啸的原因，将

这部分“异国日本鱼”带到了美国。从

科学的数据上来看，“日本鱼”是进行

了超过5200英里（约8369公里）“跨越

”。科学家表示，从2014年以来，在美

国的旧金山南部的蒙特利湾多次看到

“白色条纹鱼”，而这种物种在美国海

域是闻所未闻的，通过分析多数是位于

日本等区域，

也是奇怪，“日本鱼”到了美国之

后居然扎根了，根据科学家分析，加利

福尼亚州的海水比鱼类习惯的温度低了

约5度，这通常会阻止它们繁殖，所以

说是繁殖不了，不清楚为什么就不移动

走了。盖勒博士研究发现，2011年海啸

对海洋野生动物的影响很大，之后总计

纪录到了289种日本沿海生物，并且这

289种生物在6年内分别到达了夏威夷和

北美洲的海岸。

跨越8369公里！“日本鱼”抵达美

国，科学家：繁殖不了

根据科学分析，由于“日本鱼”未出现

繁殖的情况，所以对蒙特利湾的生态系

统可能影响不大，作为是美国最大的海

洋保护区之一，也是世界着名水族馆的

所在地，科学家们也是不希望外来物种

的如今。但是日本的“异国情调”鱼不

走了，也没办法进行消灭。“日本鱼”

这是赖上了美国，已经不想回家了，只

能生存在“逆生长”的区域。

这里我们也看出了一个问题，自然

灾难引发的生物变动也是非常的大，

被记录到的289种日本物种已经分布到

美国各个区域，这“逃到”美国也是

一去不复返了。还好美国科学家没有

看到生物的变动，不然也会引发更多

生态区域的生物发生转变，如今地球

的自然灾难也非常的多，生物的消失

也是逐步存在，所以如何抵制这些环

境因素而产生的生物问题是需要人类

积极做的。

日本鱼“逃亡”美国的原因科学家

们找到了，鱼也算是其中的一部分吧，

当然外来生物的入侵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情，生物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不得不进行

“转变”之中，前段时间不是美国也发

现了亚洲“蚯蚓”的影响，其实也是生

物在生态环境之中的适应强度发生转变

了，日本鱼无法繁殖也是受到了限制，

还好科学家们找到了过去的原因，不然

还真以为日本鱼是在“入侵”美国海域

了。

跨越8369公里！
“日本鱼”抵达美国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

研制的太空旅行宇宙飞

船 13 日在加州的莫哈

韦沙漠上空飞行至 80

多公里的海拔高度，首

次到达了该公司认定的

太空边界。

据报道，在试飞的

一开始，一架特殊的喷

气式飞机搭载飞船Vir-

gin Space Ship Unity飞

到 13 公里的高度，然

后释放飞船，飞船将火

箭引擎点燃，之后飞行

到了82公里的海拔高度，几分钟后降

落在了跑道上。

维珍银河将海拔80公里作为外太

空与地球大气层的分界线，美国空军

和其他美国机构也使用这一标准，不

过这与国际上公认的卡门线不同，卡

门线的标准位于海拔100公里。维珍银

河称最近的研究表明低一些的高度更

合理。

报道称，这次试验意味着维珍银

河向实现商业太空旅行的计划迈出了

一大步。该公司计划使用能够容纳6人

的火箭将付费的旅客送上太空。维珍

集团同时也是维珍银河的创始人理查

德•布兰森，此前称他想要成为第一

个登上太空飞船的旅客。目前已经有

600多人承诺愿意花费高达25万美元搭

乘飞船前往太空，从太空俯瞰地球。

执行本次试飞任务的两名飞行员

是马克•斯塔基和前NASA宇航员弗

雷 德 里 克 • 斯 托 考 (Frederick W.

Sturckow)，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他们将被授予商业宇航员的奖章。

斯托考说：“这是一次很棒的飞行，

我已经等不及再飞一次了。”

维珍银河的太空旅行计划从2004

年开始实施，布兰森拿到了太空船1号

技术的许可。太空船1号和航天飞机不

同，是先由飞行母船“白色骑士”载

上高空，飞行速度达900m/s后释放子

船本体，然后才开始自行飞行。自行

飞行后，太空船1号使用混合式火箭引

擎作为推力来源。由于飞行速度不会

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因而无法进入轨

道，仅完成次轨道太空飞行。太空船1

号于2004年退役。太空船2号目前还

在制作中。

据报道，维珍银河的试验遭遇过

很多次挫败，2007年的一次试验中发

生爆炸，导致3名工程师死亡。在2014

年的一次试飞中，飞船解体造成一名

副驾驶死亡。

太空旅行又进一步！
维珍银河宇宙飞船到达太空边界

德国韦尔消防部门发布消息称，该市发

生巧克力泄漏事件，一辆运输液体巧克力的

汽车发生泄漏，导致近1吨巧克力在地面凝

固，并形成大约10平方米的“地砖”。

据消防人员消息，该事件发生于12月10

日晚间，事故导致近1吨巧克力液泄漏在街

头。消防队员抵达事发现场后，花费了几个

小时，使用铲子清除道路上已经凝固的巧克

力。

据德媒报道，发生泄漏事故的工厂计划

12月12日复工。

该厂厂长指出，如果是在圣诞节前夜发

生这样的泄漏事故，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德一辆运输车发生泄漏
致近1吨巧克力铺满地面

一个人如果在缺爱的环境里长大，很

容易因爱欲求不满而缺乏安全感。安全感

是人在社会上对所处环境稳定不害怕的感

觉。缺乏安全感的人容易自卑、怀疑一切

、处事无力缺乏可控感、精神空虚，爱无

能。当一个人在情感方面从对方身上得不

到足够的安全感时，我 25岁，结过两次婚

，两个都是不务正业，爱赌爱玩，也都离

了。我从十六岁就出外打工，在外也经历

了很多不如意的事。妈妈死的早，爸爸在

我 22岁也去世了，自从爸爸去世后，我觉

的我没有了生活的希望，我的未来不知道

该怎么办。

我第二次离婚，我觉得原因最大的应该

是，我不会爱人;我跟他在一起两年，他从来

没走到我心里，我总是把别人堵在心门外，

我总是很冷血，他爱我的方式只能是给我钱

，我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有时我甚至认为我

不是老婆，倒像是二奶，长此一来，我觉得

钱是能安慰我心灵空缺的，不开心就可以去

乱买东西，慢慢的，我变成了一个只认钱不

认人的冷血现实的人。

经过了这么多事，我想有一个因为相爱

而在一起的人，我找过，但发现我在找男朋

友的时候，总是会想他有没有钱，社会地位

怎么样，实在没法去真心的对别人，我发现

我有太多的现实想法掺杂进去，我觉得我不

能爱人了。包括我对朋友的标准也是这样，

现在连个朋友都没有。而且别人对我好的时

候，我会怀疑别人对我是不是有目的，甚至

会抗拒别人对我的好

第二次离婚后，我就又跟第一任丈夫在

一起(因为我跟他有一个儿子)，刚在一起没几

天，两个人就吵的不可开交，开始他跟我说

经过这三年来，他变好了，不再做坏事了，

但分开三年我再见他时，让我感觉他这个人

更差劲。(...... 我真的是疯了，我觉得我的做

事逻辑有问题)，我跟第一任丈夫在一起的想

法是，希望我还能像从前那样的爱他，希望

能唤回来我以前纯真的感情，再一个念在我

跟他还有一个儿子，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会想，他有多少钱，他能给我带来什么

好处。

我以前虽然钱不多，但我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人爱，但现在被这两次婚姻搞成这样

。

其实我现在很痛苦，没有了生活的希望

，现在干什么都没劲，找了好多工作都是做

几天就不想做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变

成这样，我感觉很可怕，我没有爱人，没有

朋友，没有工作。我自卑，离婚又离婚，我

有负罪感，有时一个人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害

怕，我该怎么振作起来，我有必要看心理医

生吗?

回复：你好。早年父母去世，25岁就经

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目前的婚姻状况也不

满意。很理解你的痛苦，同时也感谢你的信

任。

一个人如果在缺爱的环境里长大，很容

易因爱欲求不满而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是人

在社会上对所处环境稳定不害怕的感觉。缺

乏安全感的人容易自卑、怀疑

一切、处事无力缺乏可控感、

精神空虚，爱无能。当一个人

在情感方面从对方身上得不到

足够的安全感时，便会追求物

质方面的安全感，来抵制情感

方面的安全感的缺失，形成物

质控。如果物质方面也得不到

满足，恐惧就会加重，对未来

惶恐不安，甚至丧失生活信心

。

根据你的情况，我建议你

先做一个自我调整，如果不奏

效你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了。

自我调整可以从以下方面

进行：

一，清点你身上的资源，

发现自己的优势，提高自信心

。找一张纸，左边写下自己的

优势，右边写下自己的不足，找熟悉的人帮

你看看，认可后经常看，优势继续努力，不

足努力克服。你可能会说自己没有优势，别

忘了，年轻、健康、四肢健全在很多人眼里

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财富，这些难道不是你

的优势吗?

二、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督促自己改变。

先搞清楚自己有哪些不足需要努力，找一个

信得过的人监督，给自己设置一些惩罚措施

，做不到时请监督人执行。

三、给自己定一个人生规划，弄清自己

想要什么，明确努力目标和实施途径。制定

规划要注意目标不要定的太高，措施要可行

。小目标实现后及时给自己一些奖励。

四、写一些激励性的话贴在醒目的地方

经常看，如：“我会越来越好!”“一切都会

过去!”“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朋友是

需要信任的。”等等。

五、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事做。为了约束

自己干下去，可和老板签订合同，合同里增

加一些苛求自己的条款约束自己，比如干不

满约定时间不发工资还要罚款等等。

六，多交朋友。益友是最好的精神食粮

，能帮助你改掉坏毛病。知道自己有不信任

朋友的缺点要经常暗示自己增加对朋友的信

任，争取能交往一些信得过的朋友。

如果不能奏效最好还是请心理医生帮助

。不过，再高明的心理医生也只能帮助愿意

改变的人，如果你不想改变，任何人都帮不

了你。

25岁的我已经离过两次婚

情感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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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看    板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聯絡單位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713-270-9988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

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713-270-9988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713-270-9988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

家長中文班

亞特蘭大支會 770-458-1000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奧斯汀聯絡處 512-491-0358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邁阿密聯絡處 954-538-117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奧蘭多聯絡處 407-292-1146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紐奧良聯絡點 504-782-5168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聖安東尼聯絡點 210-875-693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康福聯絡點 361-987-7130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撰文／劉本琦     整理／陳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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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Hsu 董事長 許恩偉Pau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豬 年 大 吉

星期六 2019年2月02日 Saturday, February 02, 2019



BB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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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02日 Saturday, February 0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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