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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休士頓靈糧堂

主日禮拜中分享

信息:「作金錢的好管家」。茲摘錄如下，

與各位讀者分享。

約翰衛斯理說:「盡你所能的去賺錢。

盡你所能的去存錢。盡你所能的去奉獻

錢。 」
雖然有人說 :「金錢不是萬能，但沒

錢萬萬不能。只能好好管錢，但不能被錢

好好地管。」我們不要作「卡奴」「月光

族」，要做金錢的主人，要量入而出。我

們真的都不能驕傲說「我是靠自己本事賺

錢的。」要記得聖經上《申命記8章18節》

說...「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
《箴言3章9節》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

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

筆者猶記得在台灣屏東時，每次回婆

婆家內埔中林村探望時，離去時，婆婆總

是愛心要我帶些鳳梨、芒果回家，我會先

經過六塊厝循理會停下來分送土產鳳梨等

給教會吳牧師師母與他們共享。

《箴言 2 3章 4 ~ 5節  》不要勞碌求

富……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因

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

在台灣四十多年前全台灣百姓瘋狂迷

失在大家樂，六合彩等，有錢人、沒錢

人、老年人、青年人都投入，結果真是幾

家歡樂，幾家愁啊！勞民傷財。

金錢原來有翅膀，有時易失去。

35歲加拿大女子於20年前中了超級樂

透頭獎，獲得1,050萬加元獎金。她得獎

後，隨處揮霍，買名車，穿名牌服飾，環

遊世界，不亦樂乎。同時，她送給父母100
萬，送給四兄弟姊妹175萬，資助朋友創

業，替朋友交租。後來她才發現銀行帳戶

裡只剩下75萬，借錢給朋友都不還，她才

醒悟該適可而止，回到中獎前的生活。

可惜，揮霍容易節儉難，她無法停止

花錢的習慣。結果，財盡人窮，如今她得

坐公車去打工，以撫養六名子女和支付房

租。她感嘆無奈，當金錢成為她的主人

時，不但不能給她帶來快樂，反而增加不

少苦惱。如今她重過普通工人生活，比當

千萬富翁快樂。

聖經《提摩太前書6章6節》教導我

們說「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 大利

了。」人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了。我們

不要有貪婪的心。貪財是萬惡之根。

(2)奉獻金錢的態度要甘心樂意 ，慷慨

奉獻。

《出埃及記25章1-2節》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以色列人

當為我送禮物來、凡甘心樂意的、你們就

可以收下歸我。

《哥林多後9章7節》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

的。

(3)金錢分類：

把你工作所得什一奉獻給你目前在的

教會。感恩奉獻。贊助建堂買堂。支持宣

教士。去短宣。支持福音機構（角聲、中

信、證主協會、各神學院、使者協會、家

庭更新協會、遠東廣播中心、好消息電視

頻道等等）。慈惠事工。特別奉獻。投資

理財。旅遊。

筆者猶記得信主前，每逢過中國春節

時，我的兒時玩伴小青會邀我騎單車拿壓

歲錢去戲院看電影，有時遇到人多要排一

小時買入場券進場；初中信耶穌後，我就

未再去看電影，我把壓歲錢，零用錢省下

來奉獻給主耶穌，奉獻給教會。做護士第

一次獲薪水時，我很高興可以奉獻薪水的

什分之一投入教會的奉獻箱。

我們來美牧會數十年，經歷兩次建堂

買堂，一次在水牛城華人教會，一次在休

士頓西南國語教會，我們夫婦除了每月獻

上什一奉獻，也各獻上建堂認獻一份，盡

心、盡力來愛主愛教會。

1993年聖誕節前，筆者收到水牛城華

人教會夏媽媽寄來支票一百元，說是給我

自己去買聖誕禮物，我隨即說主日要奉獻

靈糧堂謝弟兄，符弟兄，潘思牡，Gin謝

姐妹，薛弟兄。

什一十元給主耶穌，後來我說我願意

給主二十元，十元太少了，沒想到，星期

一又收到一張一百元的支票自水牛城寄

來，是我1988年我曾照顧中風薩老伯七個

月，他們大兒子寄來的。

號角義工安琪姐妹她也是過70歲的人

了，每周仍喜樂打工三天，她甘心拿所得

工資愛心來贊助宣教士、中國貧困兒童讀

書生活費、燒傷童、福音機構，暑期遊學

生來，她甘心做一百個茶葉蛋請客等；

周武籐牧師師母自貝里斯來休士頓宣教，

雖然憑信心生活傳福音，仰望天父上帝供

應，他們也甘心出錢出力獻上自己的一

份，近五年來，筆者也有幸扶持他們夫

婦，不定期愛心贊助他們。

最近，我們愛心天使們樂意愛心捐款

給王廣衛弟兄（38歲，兩個兩歲，四歲女

兒），他八個月前上班途中因雨天路滑發

生車禍至第五、第六頸椎嚴重受傷，導致

頸部以下癱瘓)我們已第五次去探望他們

夫婦（住在維多利亞Victoria,TX每次來去

需要開車四個小時，停留兩三個小時)。
(4)早早準備奉獻金，恭敬獻上自己

最好的。

《哥林多前書16章2節 》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

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筆者鼓勵你、我周六晚就準備好或教

導孩子主日禮拜中要奉獻的現金或支票，

選用新的鈔票獻給主耶穌。

筆者猶記得，五十多年前，在台昔日

教會任老師給他兒子小雄兩個五毛錢台

幣，囑咐他的兒子去上兒童主日學要奉獻

五毛錢，另外五毛錢可以買個麵包當早餐

吃，豈知，小雄吃完早餐，繼續走路到

教會，途中邊走路邊丟著玩五毛錢銅幣，

哪裏知道五毛錢滾進路邊的水溝中，找不

到，回家後，父親問他有沒有奉獻啊！小

雄告訴父親:「五毛錢我買個麵包吃了，

給耶穌的五毛錢，我玩著玩著它不小心掉

入水溝了。所以，沒有錢奉獻了!」
箴言30章8-9節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

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

恐怕我飽足不認祢、說:耶和華是誰呢? 

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 神的

名。

(未完下週待續)

※友人來信

1).潘師母， 今天的講道，深入淺出

的方式， 真的講到每個人的心裡，一百

分�+。
謝謝您， 我們都知道您的愛心， 每

次聽您的講道，每次都有很多收穫，受益

良多。

主必悅納您的付出和�

Gin謝/休士頓靈糧堂

2).師母：看到了您的分享「作金錢的

好管家」視頻youtube，同時也感受到耶

穌基督的愛在您的身上流露，求主記念您

們在主面前的擺上，賜福給您，保守您手

的工作，成為眾人的祝福。哈利路亞！

Amy 徐/新澤西州

3).師母，我觀看了「作金錢的好管

家」視頻youtube，有見證的生命，生活

化的分享，容易讓人聽得進去，激勵人讓

「立志行善」的心可以成為實際的「甘心

樂意」的行動。

感謝主！祂不僅給您有寫

作的能力，還有好的口才來傳

福音。���　

感謝主！祂按着我們信心

的度量，賜恩給我們、也向我

們收取，若我們肯將所有的獻

上給祂，祂必將加倍的福分賜

給我們。

唐健華/休士頓德州

「無神」不是理性問題
何天擇

世務纏身，一般對於神的救恩，總是無
可無不可，諸多推搪。傳道人苦口婆心地
勸：「神那麼愛你，為甚麼不接受呢？」

人的心態就是這樣：不見棺材不流淚。
愈強調神的愛，人就覺得愈無所謂，反正祂
有愛，那就慢慢再說吧！等我忙夠賺夠，閒
極無聊時才給邀請者面子去聽佈道會；心底
傲慢，認為自己就是神，還信甚麼真神？

耶穌傳道，可沒那麼客氣，祂慨歎世人
的無知，所以情詞迫切，略過短暫今生，直
指永恆：「我告訴你們，你們若不悔改，都
要如此滅亡。」（路十三 5）

一代神僕宋尚節博士當年在大江南北奔
走呼號，就是傳揚這「何必滅亡」之道，甚
至帶著棺材去開佈道會，讓人見而知警覺，
他的訊息，震撼了那個時代。

有人說：當年的中國，貧窮落後，需要
這些駭人道理，如今人的學問多了，環境安
逸，不喜歡受驚嚇，讓神的愛慢慢感動他們
吧！

愈是安逸地方，福音愈難傳，因為令人
扎心的話語太少了。

求主開我們眼睛，看見自己「收尾那幾
年」（人生最後一段日子）。

耶穌講過一個比喻：有個財主，財物糧
食多得滿坑滿谷，糧倉建完一個又一個，新
倉建成之日，他樂得眉開眼笑，對自己的靈
魂說（他也信人有靈魂）：今世無憂了，只
管吃喝快樂吧！

他不知道，當他大發豪語的那個晚上，
神就收回他的靈魂，他馬上就死了。

死了之後又怎樣呢！
有另一個財主，天天奢華宴樂，只管穿

著高貴紫色衣袍享受人生，對門前那個渾身
長瘡的乞兒拉撒路不聞不問，後來他死後，
靈魂在陰間受火熖燒灼之苦（靈魂也有感
覺，能感受苦樂。）

他是神的選民亞伯拉罕的後代，理當安
息主懷，為何會受苦，他犯了甚麼罪？

不是因他吃喝宴樂，也非因穿朱紫衣袍，
而是因他冷漠。

對人冷漠，對神也冷漠。
有個少年財主向耶穌求問永生之道，他

自認為從少遵守律法，十條誡命中不可這個
不准那個，他通通沒犯，自以為完全了，誰
知誡命背後的精義，不是消極的「不做」，
而是積極的「去做」。誡命第一且最大者，
是「盡心盡性愛主你的神」，其次是「愛人

如己」（太廿二 31-39），不犯誡命，不夠
完全，所以耶穌對那少年人說：「只有一位
是良善的」（對神）（太十九 17），「你
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
窮人」（對人）（太十九 21）。

但財主的通病是自私和冷漠，為著自己
求道猶可，竟要付代價去愛人？於是那少年
財主憂愁走了。

今日這個社會亦然，金錢正在發揮威力，
有錢特別多得人的表面尊敬，人人巴結奉
承，並不缺「被愛」，也不想愛人，怕人覬
覦你的財富。變得擁財自高。刻薄寡恩。別
再說你沒犯罪，冷漠就是罪。

有錢本來沒有甚麼不對，但財富會使人
在虛假自義中迷失，有一天到了火灼的陰
間，悔恨已遲。

財主與拉撒路的故事，又稱為「兩個乞
兒的故事」，拉撒路生前是乞兒，財主為己
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死後也是乞兒；
這個故事，甚至不是比喻，耶穌親口說出，
實實在在說明了冷漠人今後的下場。

不錯，神今天有慈悲憐憫，以愛尋找，
使你自省，但若仍冷漠不悟，結局也是必然
的。

永死和永生，短暫快樂和永恆福分，最
好作一即時抉擇，否則明天──對！誰也不
想有這麼一天。

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393 期

冷漠的結局
葉特生

近幾年來的統計，單就美國而言，人民
每年奉獻宗教工作的金額，便在六百億元以
上。全世界奉獻的總額當遠超此數。倘若有
人能證明「無神」之說，則一切教會工作便
可停止，以後千千萬萬信徒毋需奉獻金錢時
間，一勞永逸，所以賞給證明「無神」的人
六百億美元作為獎金，確不為多。

兩個無神證明
歷史上曾有人煞費苦心，要證明無神。

從前在歐洲一位以反對神著名的教授，在課
室裡向學生證明無神，宣告說：「若是有神，
請在十秒鐘內將我殺死。」於是他便雙眼盯
住手錶秒針的移動，十秒鐘過後，他仍活生
生地在說話。他以為這樣便可證明無神了。
（智力測驗：請問這能證明無神麼？）（註）

中美洲古巴國，一九五九年政權被以
「卡斯楚」為首的共黨武力奪取之後，為要
灌輸無神主義，小學教師令學生在一排排書
桌後坐下，囑咐他們閉眼，向上帝祈禱，要
求從天上賜下糖菓；然後要他們張眼，看桌
上沒有糖菓。教師又囑咐他們再閉上眼睛，
向「卡斯楚」祈禱，求賜予糖菓。教師們即
刻將已準備的糖菓，分置於每一學生的書桌
上，然後囑咐他們張眼看。小學生看見糖菓，
便大聲叫好。結論是：沒有神──惟有卡斯
楚是神！這種欺騙的手法，小孩子上當不算
稀奇。稀奇的是成年人也有上當的。西哲曾
言：「若錯誤帶來利益，若真理帶來虧損；
則許多人寧願選擇錯誤。」

為何無法證明無神
為甚麼人無法證明無神呢？原因至少有

以下兩點。
首先，證明無神乃是證明問題的負面。

證明負面僅在極有限的範圍內方有可能。例
如證明某人的口袋裡沒有中華民國元年的郵
票，只要將他的口袋翻開詳細檢查便可。若
範圍稍大，例如證明一間大廈中沒有這張郵
票，便很困難，除非將大廈中每一角落，每
一器具，每頁書都詳細檢查過，方可作為定
論。若要證明一省或一國內沒有這張郵票，
便不可能，因為無法詳細檢查其中的每一物
件。並且檢查時須各處同時進行，以防被人
易地帶走。

宇宙大得無比，究竟多大現在科學家
還難估計。單就我們的地球與太陽所在的
銀河系（Milky Way）而言，直徑便達十萬
光年之巨，即以光的速度飛行，尚需十萬
年。其中有千億以上的星球。整個宇宙中的
銀河系尚不下於這數目，所以宇宙中的星
球數目，據天文學家的估計在 2x1020（即
200,000,000,000,000,000,000）以上。類星球
體（quasars）有遠達一百六十億光年者，所
以宇宙至少也有這麼大。這些天文數字都
是我們渺小人類難以想像的。人若要證明無
神，至少該巡視宇宙一遍。但人局限於宇宙
極渺小之一隅，無法到宇宙各處尋索神，若
斷然堅持「無神」，豈非癲狂可譏？

其次，神的存在是由宇宙萬物的存在而
獲證明的。宇宙萬物是有秩序、有構造的，
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因為秩序與構造處處
可見，彼彼皆是，且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藝

術家倣效的目標。秩序基於定律，沒有定
律便沒有秩序；構造源自設計，沒有設計
便無構造。定律需要制律者，設計需要設
計者；宇宙萬物的制律者與設計者便是聖
經告訴我們創造萬物的神。

房屋的構造，與生物的構造（例如人
體的構造）比較起來，是極簡單，這是每
位生物學教師都可告訴我們的。生物不但
構造複雜，體內的化學作用更為精密微妙。
希伯來書三章 4 節說：「因為房屋都必有
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只要證
明簡單的房屋有其建造者，便可推知複雜
的萬物，必有其創造者。這是淺顯的邏輯。
若有人要證明「無神」，他得先證明房屋
不是人手所建，沒有人理智設計參與。他
若不能證明簡單的房屋可以自造（或非受
造），怎能證明複雜的宇宙萬物可以自造
（或非受造）呢？

神的存在可由萬物的存在而獲證明，
萬物的存在也因神的存在而得答案的。因
為有萬物存在，我們可以沒有懷疑地相信
有神的存在；因為有神存在，萬物（包括
人類）的存在才有了意義與歸屬。神的存
在明顯可知，人人都可憑著直覺概念。正
如羅馬書一章 19、20 節說：「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
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
推諉。」神的存在不但可由自然萬物得知，
也已由人類歷史與個人經驗作出了難予否
認的結論。

主觀意願問題
「無神」沒有確據，也不可能得到證

明，反而被許多人所堅持。「有神」的物
證與人證在在可見，處處都有，反而被許
多人所否認，這不是理智的問題，乃是意
志的問題。因為西哲說：「情慾把持時，
理智便會被排除。」「有神」不是沒有客
觀證據，乃是許多人主觀不願接受。

註：這話好似給總統寫信說：若在某
時間內不回信，便證明他無其人。若文中
這樣作法可以證明甚麼？只證明神對他的
容忍與愛惜。神若即刻將他殺死，他便永
遠迷失，得不到神的救贖宏恩。當主耶穌
被掛在十字架上時，有經過的人向祂譏誚
說：「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
下來罷。」但祂沒有下來。神不會與人賭氣；
祂也不接受人的挑戰。

文章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38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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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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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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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齊 分 享

許氏45週年

0168-M40111-4

0112-4 0113-4

優惠訊息
請洽各經銷商
及各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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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9年3月23日 Saturday, March 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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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21
週年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公證★認證★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代理Viking/Globus遊輪Gate1旅遊 廉价机票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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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2019 /  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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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邊學邊玩到台灣生涯規劃邊學邊玩到台灣

美南地區僑務工作座談會 匯聚僑界共識

(本報訊)為了讓學生從小學開始即對社會各行各業有基本認
知，並了解不同領域所需之專業知識與能力，及早為完成高中後
欲繼續就學或就業做規劃，美國德州休士頓獨立學區（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以下簡稱HISD）每年為學生舉辦職
涯探索活動， 「只要我長大」-職業博覽會(“When I Grow Up
”-Career Expo)，該活動今(2019)年邁入第7屆。

除了去(2018)年因活動當週氣候不佳，主辦單位取消活動，
駐休士頓教育組(以下簡稱教育組）每年均出席參與該活動，藉
此推廣臺灣教育及獎學金機會，提供未來有海外留學想法的學生
另一個教育選擇。

今年活動於3月23日於舉行，有超過100個公司行號及公私

立單位參加，除了往年的油業公司、製造業、建築與工程、大眾
服務、商業貿易、廚藝餐飲、零售業、交通運輸、科技工程公司
、大學院校等，今年主辦單位特開闢全球教育留學海外及使領館
專區，以期增進學生國際觀，促進未來國際移動力。今年教育組
受邀與法國及墨西哥總領館併列使領館區，聯手向學生推廣海外
教育機會。

為讓學生有機會進一步了解台灣，教育組今年純手工打造復
古版台灣夜市彈珠台，於會場中與學生及家長互動，並藉機贈送
華測會文具、台灣觀光禮品以及豬年天燈等，加深參與者對台灣
的印象，彈珠台遊戲除吸引K-12各年級學生外，家長及學區教
職員也忍不住加入遊戲展身手，讓教育組攤位人潮絡繹不絕，許

多高年級學生因此對留學到台灣產生興趣，並表示等高中畢業後
， 有 機 會 一 定 要 到 台 灣 ， 讓 今 年 主 題 為 「邊 學 邊 玩 到 台
灣-Study in Taiwan &amp; Have Fun」的攤位活動再次成功行銷
台灣。

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與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當日均行程
滿檔，但仍抽空至學區為教育組工作同仁加油打氣。學區新任教
育委員Sergio Lira博士、副學區總監(Associate Superintendent)Mi-
chael Love、學區策略與創新部主任(Chief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Officer)Rick Cruz 及同來學區擺設攤位的美國外交維安局(U.S.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專員均前來台灣攤位與陳處長及周組
長寒暄並感謝我對學區長期的支持與合作。

（ 本報訊）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3月23日召開 「美南地區僑
務工作座談會」，由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主持，邀請僑務委員
黎淑瑛、張世勳、鄭金蘭及吳光宜、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團、僑校代
表及僑社青年領袖參逾50人出席，期凝聚僑界共識，讓美南地區僑務
委員出席108年僑務委員會議時提出建言。

陳家彥首先感謝各界僑社撥冗出席僑情座談，並表示僑務委員會

議是政府瞭解僑社建議的橋梁以及各僑區橫向交流重要平台，鼓勵大
家踴躍發言提供建言，作為政府施政參考。陳奕芳說明本年僑務委員
會議中心議題 「匯聚僑力 共創國家繁榮」，並介紹僑務電子報You-
tube頻道及Line官方帳號，鼓勵美南地區僑胞踴躍加入，獲取僑委會
各項活動及世界各地僑社最新動態。

座談會當日各屬性僑團代表熱烈參與，許多僑領雖然長居海外，

但對於臺灣許多議題和現象都非常關心，並就僑界現況及展望熱烈討
論，也針對增進僑青參與僑社活動及海外教育發展等議題提出相關建
言。黎淑瑛、張世勳、鄭金蘭及吳光宜等人均表示將匯整僑社建議作
成建言，在台北舉辦的會議中提出，共策國家發展。

42704270.jpg):.jpg):與會僑領會後合影與會僑領會後合影 僑團代表熱烈參與僑團代表熱烈參與，，踴躍發言踴躍發言 陳奕芳介紹僑務電子報陳奕芳介紹僑務電子報YoutubeYoutube頻道及頻道及LineLine官方帳號官方帳號

台灣攤位吸引人潮參與彈珠台遊戲台灣攤位吸引人潮參與彈珠台遊戲
Study in TaiwanStudy in Taiwan 文宣展示吸引高中學生洽詢留學文宣展示吸引高中學生洽詢留學
台灣機會台灣機會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左一左一))於台灣攤位與學生互動於台灣攤位與學生互動

((右至左右至左))：：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駐休士頓辦駐休士頓辦
事處處長陳家彥事處處長陳家彥、、HISDHISD教育委員教育委員Sergio LiraSergio Lira博士博士、、
教育組組員陳憶如教育組組員陳憶如、、HISDHISD副學區總監副學區總監Michael LoveMichael Love
及及 HISDHISD 策略與創新部主任策略與創新部主任 Rick Cruz (Rick Cruz (後排後排))於台灣於台灣
攤位合影攤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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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熱鬧慶祝Harwin分行開幕十周年
十三個月定期存款年利率2.95%apy (限Harwin分行開戶)

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榮任

（本報訊）金城銀行位於休士頓西南區的
好運(Harwin)分行於3月25日舉行開幕十周年慶
祝，好運分行座落的商場，與許多大批發盤商
公司匹鄰，商場交通便利、停車方便，距百利

大道中國城只有十分鐘車程。當日董事長吳光
宜先生暨副董事長楊明耕、董事Al Duran及總
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林映佐副處長暨經濟組徐炳勳組長，華僑文化

中心陳奕芳主任，休
士 頓 警 察 局 Yasar
Bashir 指揮官以及所
有貴賓於百忙中撥冗
參加，為金城銀行好
運分行獻上祝福！
吳董事長首先感謝
所有客戶對於金城銀
行的一貫支持，表示
金城銀行好運分行自
2009 年設立，經歷
過去十年的耕耘與發
展，努力提供專業和
便利的金融服務。近
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
蒸蒸日上，各項業務
均創新高，為金城銀
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
堅固的基業。

為因應好運地區多數大批發盤商客戶業務
需求，金城銀行也提供多種中小企業貸款方案
，以及網路銀行等金融服務，以配合客戶業務
發展。

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表示金城銀行近
幾年來業務持續成長，在稅後純利、總資產額
、總貸款額、總存款額以及股東權益均達到創
行以來的歷史新高點，銀行員工的士氣更為高
昂。我們很高興好運分行和這麼多優質的商家
為鄰，這也代表金城銀行與社區更緊密的連繫
，相信在敦親睦鄰，互相支持的基礎下，發揮
雙贏的乘數效果，將可以提供社區的民眾更佳
的金融選擇。黃總經理表示金城銀行全體行員
將攜手同心，以〝深入分析、速於應變、實事
求是、簡化流程〞的企業文化，〝用心、誠懇
、專業、周密〞的服務態度，擴大服務社區的
層面，並達到近期內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的
目標，期許金城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永續未來
，並成為社區的標竿銀行。

為慶祝好運分行開幕十周年，金城銀行特
別推出十三個月優惠定期存款，享有2.95%APY
，相關存款限制及詳情請洽好運分行電話:
713-777-3838 ( 地 址 7250 Harwin, Suite D,
Houston, TX 77036)。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
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休士
頓百利總行的地址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exas 77036，電話:713-777-3838。

董事長吳光宜先生暨副董事長楊明耕董事長吳光宜先生暨副董事長楊明耕、、總裁暨執行長黃國總裁暨執行長黃國
樑博士和金城銀行樑博士和金城銀行HarwinHarwin分行職員與參加慶典佳賓分行職員與參加慶典佳賓、、台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暨經濟組徐炳勳組長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暨經濟組徐炳勳組長，，僑僑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 Yasar BashirYasar Bashir 指揮官指揮官。。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中華公所於3
月 24 日下午 2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選舉
2019 年度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籌備會正、副主
任委員及財務長。當天與會的社團負責人有
50 多位，大會秘書長陸忠宣布出席人數合法
，可以進行投票，大會以不記名方式由各社團
負責人以投票方式選出 2019 年休士頓國慶籌
備會黃春蘭榮任主任委員，黃初平榮任副主任
委員，鍾宜秀榮任財務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與會見證並祝賀黃春
蘭高票當選主任委員，她讚揚黃春蘭在去年副
主任委員任內表現傑出，全力支持中華民國雙
十國慶系列相關活動，她更期許黃春蘭要馬上

上工，與她共同籌劃 2019 年雙十國慶的相關
系列活動。

黃春蘭曾任 2018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副主
任委員，期間與嚴杰主任委員配合良好，舉行
了多項深具意義的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獲得僑
界一致好評。她也是現任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
會會長、曾任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會長、監事等職務，平日熱心公益與各大
社團互動熱絡，這次獲得全僑各大社團高度支
持當選主任委員眾望所歸。黃初平副主任委員
曾任美南國建會會長，在任期間積極為中華民
國政府提出各項建言，表現傑出。鍾宜秀財務
長在大家同意的情況下繼續連任。

吳光宜董事長首先感謝所有客戶對於金城銀行的一貫支持吳光宜董事長首先感謝所有客戶對於金城銀行的一貫支持，，
近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蒸蒸日上近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蒸蒸日上，，各項業務均創新高各項業務均創新高，，為金為金
城銀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堅固的基業城銀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堅固的基業。（。（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黃春蘭榮任黃春蘭榮任20192019年度中華民國休士頓雙十國年度中華民國休士頓雙十國
慶籌備會主任委員慶籌備會主任委員，，她感謝大家的大力支持她感謝大家的大力支持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前右一前右一））於於 33 月月
2424日宣布黃春蘭日宣布黃春蘭（（前右三前右三））榮任雙十國慶籌備會主榮任雙十國慶籌備會主
任委員任委員、、黃初平黃初平（（前右二前右二））榮任副主任委員榮任副主任委員，，僑教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中心陳奕芳主任（（前左五前左五））及各大社團負責人見證及各大社團負責人見證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李鴻源專欄： 04地層下陷的解藥在哪裡？（四）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搶救高鐵大作戰
過去，因為地層下陷多發生在沿海區域，

一般人除了在颱風或豪雨時，從電視上看到汪
洋一片的慘狀之外，多認為和你我沒有太大關
係。但這幾年，經濟部水利署的監測數據證實
，不但地層下陷有往內陸移動的趨勢，而且高
鐵經過的地區從彰化溪州到雲林土庫，最嚴重
的地方每年以八公分的速度在下陷。

高鐵從二○○七年通車之後，沿彰化、雲
林的路線到現在已經下陷七十公分，嚴重威脅
行車安全。二○一一年，我剛到行政院不久，
四月參加行政院會，由交通部高鐵局報告因應
措施，讓下沉幅度趨緩，以確保高鐵安全無
虞。

當時報告的高鐵局副局長胡湘麟是我在建
國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問他： 「下一步
呢？」他說，下一步沒有了，依照當時情勢，
推估高鐵頂多只能再撐十年。

當時我就斷言，高速行駛的高鐵，絕不可
能允許一年沉陷八公分，長期下來，十年內一
定會斷。

當著主持會議的行政院長吳敦義的面，我
主動請纓，要求這件事情交給我處理。院會中
做成決議，為確保高鐵永續經營，由我邀集交
通部、農委會與經濟部等部會積極研議，提出
具體方案，避免地層下陷影響高鐵正常營運。

我為何有把握敢請軍令狀，不是憑著 「初
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而是因為我擔任過省
政府水利處處長，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同時也
對地層下陷區域有相當了解。於是，我先把水
利署同事找來，請他們就地盤下陷區域和抽水
井位置、抽水量，做關聯性分析，確認是哪些
井造成地層下陷。

過去在處理地層下陷相關議題時，最複雜
也最難處理的，是當地農民灌溉用的十八萬口
淺水井，有九九％都是違法開鑿。但以往每次
談到要封井，農民絕對會跳起來跟你拚命。尤
其，十八萬口井牽涉的可能是四、五十萬張選
票，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敢碰。

因此，我們必須先要用科學的方式，論證
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和水井的關聯性，再來談下
一步。

事實上，當初行政院給了我根 「雞毛」，
我卻把它當成 「令箭」耍，最後用四次會議，
就解決了這攸關國家重大建設高鐵存廢的重大
議案。

我以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身分，召集公共工
程委員會、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
及國科會等相關部會，開始進行研商。

政治議題成為技術問題
第一次會議，透過水利署所提出資料，我

們當場確認，造成地層下陷原因主要是雲彰地

區九百六十七口深水井，與農
民的淺水井無關。把可能發酵
的 「政治」問題，變成單純的
「技術」問題。然後，我們找

出這將近一千口深水井的使用
單位，包括自來水公司、農田
水利會、學校、台糖公司、監
獄和工廠等。

緊接的會議，我們把深水
井的使用單位全請來，逐一解
套並尋找替代水源。以自來水
公司來說，設置深水井主要是
因為當地地面水源不足，必須
抽地下水處理後供應自來水使
用。

但興建中的雲林湖山水庫
預計在二○一四年完工，二○
一五年開始啟用，我要求水公
司提出封井計畫，在二○一五
年前將深水井全部封完。

其次是農田水利會所有的
五百九十口深水井。過程中我
們發現，水利會抽地下水灌溉
農田，但灌溉渠道的漏水率高達五成之外，還
有水可以賣給中部科學園區使用。

我親自去拜會農委會主委，說明古時候農
民晚上要去巡田，每滴水都要充分利用，現在
沒人巡田，水也嘩啦啦流走沒人關心，這其中
有太多可以節水的空間，但這是農委會的專
業。為了表示尊重專業，我請農委會幫忙訂出
封井計畫，交給水利會執行，同時協助水利會
修補灌溉渠道降低漏水量，也不要再將水賣給
中科。

至於中小學校為何抽地下水，我委實想不
通，於是將雲林縣、彰化縣教育處長找來，問
他們是不是水費預算不夠，學校只好抽地下
水。不料，兩個處長都大喊冤枉，因為每年編
列學校水費根本都沒有申請完，年終時總剩下
許多結餘款。

經過幾波周折，我們才知道教育部訂出的
「校長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中，其中一個指標

是學校有沒有節約用水，而識別依據就是水
錶，校長為了讓水錶的數字漂亮，只有抽取地
下水。要徹底解決，唯有請教育部對在地層下
陷區學校網開一面，刪掉這項評鑑指標，學校
自然而然樂於封井。

最麻煩的是工廠所擁有的深水井。因為我
們找來主管的國科會、經濟部工業局，並翻遍
法令，居然沒有一條容許我們進入工廠，了解
工廠內所挖深水井的抽水狀況。最後還是利用
多重管道，威脅利誘終於讓一家中部地區大廠
封井，這家廠因為耗水量大，距離高鐵又近，

封井之後，彰化溪州的地層下陷問題也因而解
決大半。

在此同時，我們也協調經濟部水利署、工
業局和國科會，成立專案小組，巡查輔導工廠
所訂出封井計畫，是否落實執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除了跨部會之間需要
整合協調，同部會也需要橫向聯繫。最典型的
是在研究高鐵地層下陷時，我們發現高速公路
局當時在雲林建一條國道引道，但因為路堤所
使用的填方重量太重，造成局部地層下陷非常
嚴重。非常諷刺的是，不論是興建引道或是管
理高鐵，同樣都屬於交通部，卻缺乏橫向溝
通，以至於各做各的、各行其是，甚至出現相
互扞格的局面。

為了徹底解決，由我職掌（擔任主委）的
公共工程委員會，邀集專家制定高鐵沿線三公
里的 「新建建築物重量管制作業規範」，在高
鐵沿線周邊三公里內的新建建築物，如高鐵
站、路堤或高架橋梁等等，在申請建照時要同
時審查材料，進行重量管制。

對於建築物重量的管制規範，不但特殊，
在台灣工程史上也是絕無僅有。譬如國道引道
不是不能蓋，而是所用的填方必須用輕質材
料，其次是高鐵在興建彰化站和雲林站時，要
特別慎選建築材料，避免重量太重，造成高鐵
周邊地層，下陷情形愈趨險峻無解。

跨六個部會的協調整合算一算，前後只開
了四次會議。我最終的目標是要解決高鐵沿線
雲林、彰化地層下陷問題，確保高鐵安全無

虞。我力求每一次開會都要有具體進度，並由
相關單位訂出封井計畫，預計在二○二一年
前，將九百六十七口深井完全封閉。

根據水利署給我的資料，雲林地區地層下
陷幅度現在為每年六．八公分，預計到二○二
一年可望趨緩降低為每年三公分，彰化地區則
可以從現在每年沉陷五．三公分，提早在二○
一六年縮小為三公分。

在四次會議結束後，我也完成搶救高鐵的
協調整合工作，之後即交給經濟部地盤下陷執
行推動小組，並要求每半年監測一次，若有達
到預期目標就繼續往前推進，若沒有則要檢討
行動方案。

即使到內政部履新，我仍持續關心，私下
拜託水利署，因為這是經濟部的權責，我不方
便過問，但若有任何重要訊息，請務必讓我知
道。

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搶救高鐵封井計
畫仍往健康的方向前進，達到每階段設下的目
標，高鐵安全應該已經得到確保。

但是，從這次的經驗，我想大家可以發
現，搶救高鐵事涉至少六個部會，更不用說底
下的局署處和附屬機關多如牛毛，中間的利益
相關人更是不計其數，在過程中需要很強的
「計畫經理人」（Project Manager）去做跨部

會的整合協調。
但我只用四次會議就解決，這也說明，治

理國土，政府的運作方式不能再一成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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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週五)晚7:30特邀國際家庭更新協
會會長邱清泰博士帶領特會 「婚姻馬拉松」
：如何建立和經營一份 “永不褪色的愛”
。 特會設有兒童節目。聯絡人： 李曉東弟
兄 713-416-9566 。地點：曉士頓西區中國
教會

3/30 (週六)上午 9:30-下午5:30 「神國
好漢」 做一個合神心意的男人：教導未婚、
已婚男士如何活出神的心意，做一個有 「頭
」 有 「心」 、剛柔並濟的真男人。早鳥優惠

即日起至 2/28/2019， $35/人 (包括資料、
午餐)

講員：邱清泰博士（國際家庭更新協會
會長）

地點：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https://whcchome.tpsdb.com/Onli-

neReg/1422
3/31(週日) 下午2:00-下午5:00 「神國木

蘭」 做一個合神心意的女人：教導未婚、已
婚女士清楚神設立婚姻對女人的呼召、幫助

她們面對這世代對女人角色的困難和挑戰，
做一個合神心意的女人。早鳥優惠即日起至
2/28/2019, $15/人 (包括資料、午餐) ：歡迎
未婚及已婚女士報名。

講員：邱清泰博士（國際家庭更新協會
會長）

地點：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https://whcchome.tpsdb.com/Onli-

neReg/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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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家新休士頓特會家新休士頓特會
特邀講員邱清泰博士特邀講員邱清泰博士（（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

來休士頓舉辦特會來休士頓舉辦特會，，日程如下日程如下：：

千里行旅遊Thousand Miles Tours & Travel 是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代理
成員（IATAN)也是郵輪業代理旅行社（CLIA），是休斯頓最專業的旅行社
，本著十年如一日的敬業精神，顧客第一，服務周到的宗旨，為所有顧
客提供優質、準確、快捷的服務，並得到一致的贊賞。

千里行旅遊的2019年夏季旅遊團提前訂團享受更多優惠價格，休斯
頓及周邊旅遊團，限團限量特價折扣。美國東部團及美加東團買二送二
或買二送一, 限團限量特價折扣。特價美西團和黃石公園皆有買二送一優
惠，限團限量特價折扣。千里行旅遊的歐洲旅遊團保證每個出發日期鐵
定出團，暢遊歐洲15個國家50個城市行程組合變化多滿足不同需求，豪
華團與經濟實惠團，必有一款合適選擇。中國特價團增加了更多新線路
及純玩無購物旅遊團以及亞洲特價團，世界各地豪華郵輪直銷。

詳細折扣優惠旅遊團請來電查詢：713-772-7570。更多資訊請登錄
網站：www.tmttravel.com , 公司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長春會溫馨舉行三月份月會長春會溫馨舉行三月份月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柯志佳會長於柯志佳會長於33月月22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三月份月會上作會務報告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三月份月會上作會務報告。。

會員們聆聽林三江理事為長春會會員們演講與會員們聆聽林三江理事為長春會會員們演講與 「「磷磷
」」 共舞共舞，，讓會員們對讓會員們對 「「磷磷」」 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更深入的了解。。

參加長春會參加長春會，，既輕鬆又愉快既輕鬆又愉快，，也活潑增元氣也活潑增元氣。。 張麗姬公關理事張麗姬公關理事（（左一左一））及何麗珍理事及何麗珍理事（（右一右一
））負責簽到服務負責簽到服務。。

主持人許碧珠副會長主持人許碧珠副會長（（左一左一））請長春會會員們請長春會會員們
能夠繼續愛護長春會並請不吝能夠繼續愛護長春會並請不吝，，慷慨解囊贊助慷慨解囊贊助

長春會長春會。。柯志佳會長柯志佳會長（（右一右一））也有同感也有同感。。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
祝福長春會會員們祝福長春會會員們 「「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萬事如意，，

平安喜樂平安喜樂」」 。。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向長春會會員們介紹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向長春會會員們介紹
「「僑胞卡僑胞卡」」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二右二二右二）、）、僑僑
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二左三二左三））與長春會柯志佳會與長春會柯志佳會
長長（（二右一二右一）、）、許碧珠副會長許碧珠副會長（（二左二二左二）、）、王吉盛王吉盛
理事祝賀長春會理事祝賀長春會33月份壽星尤文芳月份壽星尤文芳、、林廖靜林廖靜、、黃素黃素
玉玉、、洪張靜洪張靜、、陳俊榮陳俊榮、、黃子端黃子端、、鄧張翠梅鄧張翠梅、、賴惠美賴惠美
、、張麗姬張麗姬、、林文峰林文峰、、羅會羅會、、蕭惠美等蕭惠美等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俞欣嫻秘書為長春會會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俞欣嫻秘書為長春會會
員們做行動領務工作員們做行動領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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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風又稱“高尿酸血癥”，嘌呤代謝障礙

，屬於關節炎一種。痛風是人體內嘌呤的物質

的新陳代謝發生紊亂，尿酸的合成增加或排出

減少，造成高尿酸血癥，血尿酸濃度過高時，

尿酸以鈉鹽的形式沈積在關節、軟骨和腎臟中

，引起組織異物炎性反應，即痛風。痛風多發

人體各部位，關節劇烈疼痛，痛不欲生的“痛

”，很快1-7天痛像“風”一樣吹過去了，所

以叫“痛風”。 40+男性多發（95%），女性

一般在絕經後常見，因為雌激素對尿酸的形成

有抑製作用；但是在更年期後會增加發作比率

。第一次痛風後一般會有1-2年的間歇期，也

有10年間歇期（5%），期間需積極治療，預

防痛風石的形成。

痛風的臨床表現分三種。 1，急性發作期

的痛風病癥狀：發作時間通常是下半夜。該階

段的痛風癥狀表現為腳踝關節或腳指，手臂、

手指關節處疼痛、腫脹、發紅，伴有劇烈疼痛

,2，間歇期的痛風病癥狀：該階段的痛風癥狀

主要表現是血尿酸濃度偏高。所謂的間歇期是

指痛風兩次發病的間隔期，一般為幾個月至一

年,3，慢性期的痛風病癥狀：該階段的痛風癥

狀主要表現是存在痛風石，慢性關節炎、尿酸

結石和痛風性腎炎及並發癥。此時痛風頻繁發

作，身體部位開始出現痛風石，隨著時間的延

長痛風石逐步變大。痛風可以由飲食，天氣變

化如溫度氣壓突變，外傷等多方面引發。

飲酒容易引發痛風，因為酒精在肝組織代

謝時，大量吸收水份，使血濃度加強，使得原

來已經接近飽和的尿酸，加速進入軟組織形成

結晶，導致身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敏感）而

造成炎癥，痛風古稱“王者之疾”，因此癥好

發在達官貴人的身上，如元世祖忽必烈晚年就

因飲酒過量而飽受痛風之苦。

痛風的治療方法主要是控制尿酸和控制炎

癥的癥狀。根據痛風的輕重，尿酸水平的高低

， 治療手段也不一樣。這些治療手段包括控

制體重，減少嘌呤食物的攝入，減低尿酸的藥

物和抗炎的藥物使用，以及關節腔內消炎藥的

註射。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 址 ：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

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電話：713-541-1112

診療時間：9:00Am----5:00PM(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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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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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

陶翔醫生陶翔醫生 專欄專欄 什麼是痛风什麼是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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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H-1B工作簽證申請正
如火如荼。我們律師事務所在這裏提醒
讀者在遞交H-1B申請中需要特別註意
的問題。

最佳遞件時間和方式
2019年3月30日周六是郵寄H-1B

申請的最佳時間.這樣既能保證申請不會
在4月1日之前收到,又能保證移民局會
在 4月 1日本財政年度受名額限制的
H-1B名額開放的第一天收到申請。

表格問題
表格的每一項都非常重要。其中最

常見的錯誤有：
１．新的申請所填H-1B開始時間

早於2019年１０月１日。H-1B開始時
間必須為2019年10月1日,因為名額10
月 1 日才開始開放.如果不小心填成
2019年9月１日,申請將被拒絕.

２．所填護照有效期過短。移民局
將按照護照有效期日確定H-1B批準的
長短。如果護照６個月之內過期，那麽
批準的H-1B也將在６個月之內過期。

３．每一份表格都要雇主簽名，並
寫上日期。移民局建議用藍色的筆簽名,
以區分於復印件.

４．表格要齊全。除了I-129表格
外，還有H附表,H - 1B簽證資料收集
及申請費豁免的附表以及LCA需要填寫
。

支票問題
１．日期。移民局不接受超過６個

月的支票。如果支票年份寫錯，將會直
接導致退件。

２．大小寫一致。
３．支票記得簽名。
４．防欺詐費$500的支票要單獨

開具。
5. 需要使用公司支票。
地址問題
郵寄地址根據雇主的所在地分別提

交到加利福尼亞處理中心 (CSC) 或佛蒙
特處理中心 (VSC)。

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需用色彩
鮮明的筆註明申請類別，申請地址要區
分是普通名額的申請還是美國碩士以上
學位名額的申請：

普通名額: ATTN: H-1B Cap
美國碩士學位名額: ATTN: H-1B

U.S. Master’s Cap
最新移民消息
1. H1B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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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移民
局從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起，全面
恢復H1B工作簽證申請的加急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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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仍然
加急處理該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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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恢復了
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急服務。

移民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如果您
的H1B工作簽證申請被要求補交文件
（RFE），申請人應在要求加速處理的
同時遞交補充文件的回復 (RFE Re-
sponse)。

對於被轉移至其它審理中心的申請
，申請人應將案件加速處理的要求遞交
到正在審理該申請的審理中心，並同時
附上移民局的案件轉移的通知 (Trans-
fe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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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抽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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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系統調試沒有最後結束，電子抽簽
程序推遲至明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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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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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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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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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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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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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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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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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交遞交H-H-11BB申請註意事項和最新移民消息申請註意事項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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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書生為食書生））一二三一二三 齐齐到金冠齐齐到金冠楊楚楓楊楚楓

為倡導報恩孝親的善良風氣，本會謹定於四月
七日（星期日），在 「菩提中心」 舉辦孝親報恩清
明法會。信眾可為往生親友登記超薦牌位，法會中
將誦經念佛，迴向眾姓門中歷代先人往生淨土，早
成佛道。 報恩塔之法會圓滿後，我們將念佛經行
至明心堂(禪堂)為所有信眾祈福，虔祝人人平安，
身心自在，吉祥如意。中午敬備素餐便當與大眾結
緣。至誠歡迎闔府光臨。 謝謝您的支持。

德州佛教會 文宣組 敬上

德州佛教德州佛教會會「「孝親報恩清明法會孝親報恩清明法會

古語有雲：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先，今年乃豬年，豬乃中國民眾治
養逾千年的家畜，是華人每天進食的
熱門餐饍。想我等子民百姓，平日為
生活打拼，日求兩飱，理所當然。孔
夫子早在兩千年前己說過：做人要
「食不厭精，繪不厭細」 。因此要求

食得精美佳味，不要難為自己，才是
人生所欲所求。

放眼作為美國第4大城市的休斯
頓，灑家飱館達萬間，而唐菜食肆，
也有過千之眾。正是這一群辛勤努力
的唐飧勞資工作夥伴，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天天泡制京粵滬潮等中國四大
名菜，服務休市廣大中美墨韓等不同
國籍民族。

若是要享受唐饗，到中國城，當
然是首選。而在蕓蕓眾唐餐店中，金
冠酒樓更是精英中之精英。它自三年
前12 月28 號，（一易易發）開張以
來，便以精美的出品，周到的服務，
雅緻的地方，而名重休市。

際此孟春三月，一年伊始，開業
3 週年之際，金冠酒家特別向休市廣
大中美食客，送上一份驚喜禮物，有
新獻酬賓。

打從四月一號起至五月十號的四
十五內，每逢周一至周五，從早點到
晚市，特別推出 「一，二，三美點美
食」 益食家。

所謂 「一者」 ，一蚊鷄一元是也
。店方選出每周一味精美點心（例如

晶瑩鮮蝦餃，）平常價格是屬於大點
，售價是$4:95，但酬賓時間，只售
一元! （僅限堂食。）

所謂 「二者」 ，便是兩元有交易
。在30款午市特價飱中，挑選一款
菜式出來，（例如椒塩多春魚），平
常價格是$6:25，當天只售二元！
（僅限堂食。）

至於 「三者」 ，更是抵食夾大件
。晚飯時候，華燈初上，店方會推薦
一款精選菜式，（例如油泡魚球），
平日晚間價格是$12:99，當晚只售3
元！（僅限堂食。）

當然，大家若是認為這些特價特
價菜點不夠喉，可以再多口才一碟。
店方無任歡迎。正是點點精美、碟碟

垂涎！金冠出品，必屬佳精！
本書生原也是休市粵菜經營者，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楊家父子兄弟
，開設有李家莊酒家、楓林酒家及嶽
陽樓酒家，在休市及鄰近聖安東尼奧
市，亦算薄有名聲。個人一向對飲飲
食食，頗有心德，近十多年來，食遍
休市東西南北 各大名店，對金冠酒家
蠻有信心，是以在這裡大第一揮，號
召休市華人食家，親朋好友，合府統
請，實行 「一二三齊齊到金冠」 ，祝
賀其三歲生日之餘，來個 「羅通掃北
，」 大食一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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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媒體朋友晚安:

 

為倡導報恩孝親的善良風氣，本會謹定於四月七日（星期日），在「菩提中心」舉辦孝親報恩清明法會。信眾可為往生親友登記超薦牌位，法會中將誦

佛，迴向眾姓門中歷代先人往生淨土，早成佛道。 報恩塔之法會圓滿後，我們將念佛經行至明心堂(禪堂)為所有信眾祈福，虔祝人人平安，身心自在，吉祥

中午敬備素餐便當與大眾結緣。至誠歡迎闔府光臨。 此新聞稿，敬請貴媒體刊登報導。謝謝您的支持。

 

德州佛教會 文宣組  敬上

法會時間表Activity Schedule

時間Time 活動內容Activity 地點Place

10:00a
追思法會

Ceremony of memorial of the
departed

菩提中心-報恩塔

Bodhi Center-Pagoda of
Gratitude

11:30a
延生祝福

Ceremony of longevity blessing.   

明心堂(禪堂)

Meditation Hall

12:00p
午齋結緣

Lunch

香雲堂(大齋堂)

Dining Hall

1:00p
結隊廵山或自由參觀

Trail touring or free time

菩提中心

Bodhi Center

2:30p
活動圓滿結束

See you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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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邀您一起激賞加拿大洛磯山脈邀您一起激賞加拿大洛磯山脈
20192019年年77月月88日日--77月月1414日日

洛磯山脈是加拿大最令人神往、最
聞名於世的自然景觀之一。沿著洛磯山
脈一路望去，冰肌玉骨的碧湖、淡藍色
的冰川、雄偉巍峨的高山、飛湍之下的
瀑流、神秘絢爛的極光……景色壯美完
全無法想象，除了感歎大自然的神奇，
更為此生能見到洛磯山脈而慶幸！

王朝旅遊此次的行程如下(2019年7
月8日-7月14日)：

第一天，原居地-溫哥華/西雅圖。
可贈送溫哥華市區觀光半天遊。

第二天，溫哥華-基隆那-維農-最
後一口釘-灰熊鎮。基隆那市暢遊水怪
湖，傳說中這裡是水怪的出沒之地。維
農是加拿大卑詩省最大的水果產地，可

以購買品嘗到各類新鮮水果，當地的蜂
蜜也是非常有名。最後一口釘是橫貫加
拿大的太平洋鐵路交接點，紀念打下最
後一口釘的地方。

第三天，灰熊鎮-弓湖-哥倫比亞冰
原-冰川天空步道-班芙市。弓湖是位於
加拿大西部阿爾伯塔省的一個小湖，倒
映著周圍的碧空雪峰。乘坐巨型雪車登
上深達255公尺的亞達巴斯冰川，踏足
在這冰河時期遺留下來的遺跡。在“冰
川天空步道”280米的高觀景臺上，可
以俯望魅力河谷，更深入了解冰河地區
景像。晚上住宿在被譽為加拿大風景最
美的城市—班芙市。

第四天，班芙市-弓河瀑布-登山纜

車-露易斯湖-夢蓮湖-鮭魚灣。弓河在
小鎮的東南端形成了有名的弓河瀑布。
露易斯湖源自維多利亞冰川，是必達目
的地之一，湖面澄淨的如同一塊翡翠，
冰肌玉骨超塵脫俗。夢蓮湖是被公認為
最有拍照價值的湖泊，湖面呈寶藍色，
晶瑩剔透像是一顆璀璨的明珠。

第五天，鮭魚灣-甘露市-溫哥華。
鮭魚灣因每年有無數鮭魚在這裡聚集洄
遊而得名，非常壯觀。在甘露市參觀著
名的花旗參工廠，還可品嘗花旗參茶。

第六天，溫哥華-維多利亞-溫哥華
。乘坐渡輪前往溫哥華島南端的維多利
亞市，參觀北美洲著名的寶翠花園、加
國第一個唐人街、維多利亞內港區、加

拿大建國一百周年紀念廣場及省議會大
樓等。

第七天，溫哥華/西雅圖-原居地。
團費：第 1/2 位 $879(精選酒店)/

$809(經濟酒店)，第3/4位$309，可另加
門票和膳食費用。（圖片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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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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