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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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江南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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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1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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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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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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四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在休市召開
中美之間合作勢不可擋，打造創新合作平台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的支持下，由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和美中創新
聯盟共同主辦的2019第四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
會，於本周四、五（5月16日，17日）兩天，在休
市 The Westin Houston,Memorial City 盛大召開。共
有近一百家美國企業，近五十家中國企業及近三百
位專家、學者、投資人參加。在兩天的大會上，投
資人和企業主要聚焦於醫療器械、數字健康與診斷
、環境科技、信息與通信技術、生物製、能源、材
料、先進製造等七個領域。

大會在此中美貿易戰尚未平息之際召開，格外
引人關注，它也成了大會開幕式上各政要、專家、
學者主要的談話重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
一開始即在大會上指出: 儘管中美在歷史、文化、社
會制度等方面存在差異，但過去40年，兩國關係的
主流始終是合作和互利共贏。歷史証明，中美雙方
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中美雙方唯一的正確
的選擇。現在有少數人渲染中美競爭，甚至鼓吹中
美科技經濟"脫鈎"，這讓兩國有識之士感到憂慮。"
競爭" 本不是一個壞名詞，競爭在國家關係中普遍
存在。但有人將競爭解讀為零和遊戲、勝者通吃，
這種想法對中美關係傷害很大。我們應當堅決摒棄
。李大使也提到：當前，世界各國面臨許多共同挑
戰。傳統的挑戰如：癌症、恐怖主義、貧困、氣候
變化、傳染性疾病、自然災害、跨國犯罪等，新挑
戰如A1 等新興技術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這些全球
性挑戰跨越國界，任何一個國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中美携起手來，加強合作，
應對挑戰，實現共贏。李大使也提到，美方對中國
輸美產品進一步加徵關稅不能解決兩國經貿問題，
而美方關心的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移等問題，中
國也是積極的建設者。在高科技領域，只有互相學

習借鑒才能實現更大發展，人為設置障礙不利於科
技進步。美國只有以開放心態同中方加強交流，才
有利美國企業和機構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

李強民大使最後表示：過去一年的事實表明，
儘管近期兩國關係中出現了一股寒流，美南地區對
華合作仍保持了活力和穩步發展。在歷史的十字路
口，中美關係出現磨擦在所難免，但磨擦是支流，
合作才是主流，中美仍是共同利益大於分歧，機遇
大於挑戰。我們需要更多具有遠見卓識的科技和社
會精英，參與甚至主導中美合作向積極正確的方向
發展。

同時，他提到，當今世界各國面臨許多共同挑
戰，如癌症、恐怖主義、貧困、氣候變化等等。
“這些全球性挑戰跨越國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
獨善其身。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中美攜起手來，
加強合作，應對挑戰，實現共贏。”

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中國公共政策中心
的執行董事David Firestein也同樣認為中美合作將會
是趨勢，他也肯定了大會在促進中美合作中的意義
。
“這個會議讓人們知道，在創新領域上其實美國和
中國也可以形成一種合作的關係，而不是百分之百
是競爭。同時它提醒我們，雖然中美合作中存在挑
戰，但是更多的是機會。 ” Firestein說。他同時也
補充道，雖然創新領域非常重要，但是如飲食文化
這樣的民間交流也是不能缺少的。 “我們應該增加
和深化這方面的交流，造福兩國的人民。“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中國公共政策中心執
行董事David Firestein、湖南省長沙市委副書記朱健
、中國駐美科技公使銜參贊陳富韜、奧斯汀市市長
Steve Adler齊聚圓桌論壇，探討中美城市創新與合
作關於中美關係的未來，參會者表示他們期望兩國

有更多的企業、文化、商務交流。
德克薩斯州省會城市奧斯汀市市長，同樣也是

大會圓桌論壇嘉賓Steve Adler說道，他十分希望可
以和中國的城市建立更多的聯繫。 “隨著奧斯汀正
在成為一個更加國際化的城市，和中國的合作對於
奧斯汀市來說非常重要。我們的重點也將會放在中
國，因為那裡的機會非常多。”

但是中美創新仍然面臨許多挑戰，中國駐美科
技公使銜參贊陳富韜說道。挑戰來源於理念和認識
、不利於中美創新合作的政策設置和因為敵意而產
生的具體操作措施。他希望兩國可以加強人員的交
流。

Firestein補充道，中美雙方分別在兩國經濟發展
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在創新領域這個方面，中
國政府扮演了一個更加活躍的角色，美國人或許不
太能接受，但其實這只是兩國體制不同，沒有對錯
。

而在上午的“中美創新與投資合作中的知識產
權保護”圓桌論壇中，中美各位專家也討論了中國
近幾年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

今年三月，國務院公佈了《國務院關於修改部
分行政法規的決定》，並於公佈當日起開始施行，
該決定也對《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作出修改，
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
會議則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
行高水平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和完善外商
投資促進機制，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和公平競
爭的市場環境。

“現在中美關係處於比較危機的關係，所以加
強溝通非常關鍵，“君合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知識
產權業務負責人James Zhu說道。 “尤其是中國法
律的變化，美國過去在中國的知識產權裡面很多問

題，中國政府其實都通過法律法規改變或解決了。
”

同時，他認為即使在這種情況也不妨礙美國和
中國的公司強化他們在知識產權的準備，“因為市
場永遠在那裡。”

“現在還存在一些知識不對稱的問題，我們對
美國的了解和美國對我們的了解還是不對稱的，”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海軍說道。 “所以通過
行業協會或相關機構來促進這種交流非常重要。中
美的交流除了官方層面的，其實還有很多存在於民
間，只要中美商業、經濟、文化交流持續不斷，整
體還是會向雙方越來越好的方向上轉變的。“

作為此次大會的主賓城市，大會舉行了長沙推
介會，長沙也帶領了它們在生物技術、先進製造、
製藥等領域二十多家企業來和美方企業進行對接活
動。
“我們希望可以為在座更多的長沙企業和休斯敦有
意向去中國發展的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 湖南省
長沙市委副書記朱健說道。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時
間可以和 當地的華人團體交流，把長沙的資源
和當地的資源嫁接起來，為城市的企業家、科研工
作者、文藝創作者搭建一個更持續的平台。”

而美中創新聯盟也在搭建這樣的平台上不斷努
力，幫助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讓兩國公司順利對
接。

湖南聖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說道，大會
前期，聯盟為這些企業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 “他
們組織我們去參觀不同的孵化器，拜訪不同的單位
，還幫我們選擇了對我們產品感興趣且比較契合的
企業，讓我們進行一對一地對接，”他說。 “這次
大會還讓我們看到了美國小型創新企業去如何運作
，我們覺得學到了很多。”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也表示，這些一對
一的對接和項目路演對公司很有幫助，且他們現在
正在跟一些美方企業進行聯繫。 “我的郵箱裡已經
收到了大概十幾封的郵件了，我們約好了他們到了
中國就來我們公司參觀。”

除了有中國的特色表演，美中創新聯盟還與長
沙市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兩者將在促進兩國經濟和
文化交流中一同努力。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和“創之星“中美創
新創業大賽創辦四年來，先後聯合100多家中美創
新機構，成功組織了超過3000場次項目對接，達成
合作意向300多個，促成了多項重大合作，已成為
中美科技創新合作最重要、最高效、最有影響力的
平台之一。

長沙市委書記朱健長沙市委書記朱健（（左左 ））與與 「「美中創新聯盟美中創新聯盟」」總裁劉乙燕總裁劉乙燕（（右右 ））
簽署合作協定簽署合作協定。（。（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第四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開幕式現場圖為第四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開幕式現場。（。（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

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强民大使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强民大使
（（左左 ），），奧斯汀市市長奧斯汀市市長 Steve Adler (Steve Adler (
右右）） 在記者會現場回答提問在記者會現場回答提問。（。（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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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於
5 月 14 日下午 6 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在 901 Bagby Street,
Houston,TX.77002的休士頓市政府大廳，舉行 「華人在美國
影響力，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故事」圖片展活動，邀請二戰
老兵余厚義（Lewis Yee)、前休士頓市議員關振鵬，Alief ISD
教育家Samson Kim,休士頓大學學生Arista Gor,高中學生Bao-
han Phi等多位亞裔傑出人士以口述歷史的方式，使僑界人士
了解當年他們遭遇。這場活動在休士頓市政廳舉行。

鄭雅文在典禮上準備了台式刈包、油飯，中式炒麵、日
本料理、越南料理、韓式甜點等亞裔人士熱愛的美食，使所
有蒞臨來賓在欣賞許多華人在美奮鬥成功的故事，同時品嘗
美食，尤其在休士頓市政廳中，在諸多先賢努力下，讓我們
後進佔有一席之地。

鄭雅文在主流社區舉行這樣的活動所有經費全部由她自

己募捐而來，她的專業規劃能力使主流社會對她刮目相看，
特別是在市政廳的華人囗述歷史圖片展中，顯示她是華人移
民第二代，更使主流社會了解華人對美國的貢獻。

即將榮調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前華人移民在美國的奮鬥才造就我
們在美國的歷史地位，先人犧牲奉獻，造就了我們的這一代
，也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了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18歲從軍，在飛虎隊擔任地勤的二戰老兵余厚義，高齡
96，在全家人的陪同下參加盛會，他述說當年他在軍中服役
期間的甘苦談，且宣示熱愛美國，以身為美國人為榮，獲得
來賓們熱烈掌聲。

前休士頓市議員關振鵬代表市長Sylvester Tuner頒發賀狀
表揚余厚義卓越的貢獻，前市議員關振鵬代表休士頓市長宣
布5月14日是 「余厚義日」。

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美中經濟報告更新貿易協議談判分析

中華公所首次在市政廳舉行圖片展及表揚傑出的亞裔人士

（本報訊）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在2019年第一季的美中經濟報告指出，美中之間的貿易談判取
得進展，意味雙方或正在醞釀協議。雖然這個可能性令人鼓舞，
但並無法緩解或消除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可能出現的緊張
局勢或爭端。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的經濟學家 Dr. Jerry
Nickelsburg表示，正如前期報告指出， 「世界正處於美中戰略競
爭的新時代，特別是在科學和技術領域。」當美國參議院小組發
現谷歌在華的工作可能讓中國軍隊直接受益時，這種緊張形勢變

得顯而易見。谷歌回應表示已放棄部份之前向中國政府提出的提
案。俞博士續指： 「我們預期未來會有更多此類對高技術產品和
服務的審查和監管。」

在探討這個議題的同時，除了中國及香港之外，美國對其他
所有貿易夥伴的出口都有所增加。對香港出口的減少是因為中國
對美國加徵關稅實施報復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潛在的新貿易協議可能導致美中出現雙層貿易關係。一個層
面是，某些消費品、服務、投資和旅遊業等的交易將在相對自由
的貿易環境中繼續進行。另一個層面則涉及先進技術、信息、通

信和國家安全，此類商品和服務將不是自由貿易，而是會
受到戰略競爭因素所約束。

如需獲取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
心的完整報告，請登 www.cathaybank.com/us-china-eco-
nomic-report。

關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UCLA An-
derson Forecast)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是加州和全國最受
關注且常被引用的經濟預測機構之一，在預測20 世紀90
年代初期加州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以及自1993 年以來該州經
濟的反彈力度方面見解獨到。最近，該預測中心被譽為是
率先預告了 2001
年經濟衰退的美國大型經濟預測機構。請登陸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網站 uclaforecast.com。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是國泰萬通金控（納斯達克股票代碼：CATY

）的附屬公司，透過美國的九個州以及香港分行及北京、上海和
台北的代表處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國泰銀行於
1962 年成立，旨在支持洛杉磯不斷發展的華裔社群，在過去的
半個世紀裡，國泰銀行與客戶攜手擴張和發展，向他們提供必需
的工具和服務，助他們實現目標。更多詳情，請瀏覽
cathaybank.com。FDIC 保險保障範圍僅限於國泰銀行美國國內分
行的存款賬戶。

國泰銀行休士頓分行員工熱情椄待與會來賓國泰銀行休士頓分行員工熱情椄待與會來賓((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主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主任Dr. Jerry NickelsDr. Jerry Nickels--
burgburg 在在 Hilton Garden Inn SugarlandHilton Garden Inn Sugarland 主講美中經濟報告更新主講美中經濟報告更新
貿易協議談判分析貿易協議談判分析((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所有獲獎的傑出亞裔人士上台接受賀狀所有獲獎的傑出亞裔人士上台接受賀狀，，獲得與會來賓熱烈掌聲獲得與會來賓熱烈掌聲。。余余
厚義厚義（（左四左四））等獲獎人士等獲獎人士，，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左一左一
）、）、陸忠陸忠、、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右四右四）、）、前市議員關振鵬前市議員關振鵬（（右右
三三）、）、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右二右二））見證見證。（。（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角色重複，造成無效治理
最明顯的例子是發生在二○一四年八月，耗資十億元的台南港尾溝溪疏洪工

程，完工二十天就崩塌。以我的了解，工程難度不高，應該可以由台南市水利局
直接處理，卻是由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發包施工。

全長三．六公里的人工開鑿渠道，竣工啟用時，台南市長賴清德還比擬為府
城開通古運河，是項 「水利建設的創舉」，但一場颱風後突然崩塌，垮了一百七
十公尺，追究責任時，當然要第六河川局負起全責。

類似這樣的案例發生時，我們當然要好好檢視，市水利局和水利署河川局到
底各自扮演什
麼角色？兩者的角色和功能，有沒有重複？

若是角色重複，不僅功能疊床架屋，還會造成衝突。因為治水資源有限，站
在市政府立場，對流域治理的觀念和水利署不同，優先順序也不同。一個認為要
先治理曾文溪，一個認為當務之急應該從三爺宮溪開始，導致沒有必要的紛爭，
這就是 「無效治理」。

這其中不必然有是非對錯，而是同樣在做水利工程，卻有兩組人馬，形成雙
頭馬車。原本只要一組人馬就可以做的工作，卻出現一組人馬在做，一組卻晾著的奇特現象。

事實上，水利署是水利單位，腦海裡想的都是要解決淹水問題，完全從工程手段思考。但縣
市政府不會只著眼於工程手段，而是要從城市設計的高度，放大到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這才是
直轄市政府該有的格局。

行政院做了最壞的選擇
中央到底是執行單位，還是政策單位？從現在的組織制度回溯，行政院做了最壞的選擇。從

管理學角度，中央若是政策單位，就該把執行人力下放，將河川局直接交給縣市政府，不用另外
成立水利局。中央管政策，地方負責執行，如此一來，水利人力不會膨脹浪費。但我認為第二方
案或許更合宜。以水利的觀點，中央既是政策單位也是執行單位，讓水利署維持既有的河川局編
制，所有河川工程從設計、規劃和發包全都一手包，完工後再交給地方政府，縣市就可以省下多
餘人力，做到真正的精簡。

但行政院卻偏偏選擇了第三方案，雙頭馬車齊頭並進，一邊進行組織改造，一邊讓地方擴充
人力。因為現在是地方諸侯坐大，行政院不願意得罪縣市首長，沒有任何院長或部長敢站出來
說，地方不應該成立水利局。

縣市首長則是各有盤算。雖然水利局可能只能處理小工程，重大工程仍需要中央代為設計施
工，但不論如何，只要有編制，中央就會將經費和資源撥入縣市庫，否則連入庫的機會都沒有。
反正等到大災難來時，縣市雙手一攤，就算了。

種種跡象都顯示，這根本不是有效治理。
直到現在，環境資源部還在討論中，六都的水利局卻已經陸續成立，多出一堆水利高階文官

缺額。我有個學生很優秀，碩士班一年級就考上高考，他一輩子沒有任何工作經驗，憑幾門拿手
學科成為國家中階文官，但他沒看過一樣工程，沒跑過一天工地，連圖都沒畫過一張。

今日的高普考制度，和科舉時代靠八股取才是一樣的道理，只要考試過關，就到政府部門當
承辦人，之後順理成章，一路扶搖直上，但這些公務員根本沒有經過實務訓練，只能在 「叢林」
中自我訓練，甚至到工地就被廠商 「吃掉」，落入陷阱或是同流合汙。

這意謂著，國家從頭到尾，沒有站在宏觀面看問題。為政者沒有訂出方向、做出規劃，而
是任由所有事情同時發生。

若是把組織改造和六都改制分開談，聽起來好像言之有理，但行政院應該先定位清楚，等組
織改造塵埃落定再談六都。如今因為抵擋不住政治壓力，只好讓兩件事情同時發生，猶如火車對
撞，大家碰到政治問題就投降，專業也不見了。

造成的結果是改制為六都後，規模擴編增加一堆人，但城鄉差距的問題仍然存在，沒有任何
配套解決，不在六都的縣市得不到關注，愈來愈邊緣化，也愈來愈弱勢。

其次是，行政院組織改造聽起來沒錯，但行政院好不容易刪除一些部會局處，甚至為了達成
目標，削足適履，把不該刪的刪了，如新聞局、工程會，有些部會則是該刪卻不敢碰，如客委會
等。

缺乏事前評估與事後診斷
猶如多頭馬車相互拉扯，卻沒有人做好適度控管，讓政府愈來愈沒有效益。表面上的數字非

常漂亮，大家卻都心知肚明，因為中央和地方的帳，沒有放在一起算，只要兩相比對，就知道人
事根本沒有精簡，整件事完全缺乏事前評估和事後診斷。

現在的行政院，就像是一部拼裝車，目標是把十部車拼成七部車，零件也大規模移轉，但這
部車的引擎根本不適合那部車的車體，七拼八湊、隨便拼裝，這樣的車能上路嗎？跑得快嗎？

這就是迷思。我們到底要追求數字表現，或是追求實質表現？台灣民主走到今天，整個國家
社會仍然在跟政治妥協，太多政治和太多民粹，讓多少人假 「民意」之名，卻在做傷害國家的事
情。

過去凍結省政府，同樣屈服在政治原因下，沒有經過適當評估，也沒有考慮後果，光說凍省
能讓政府從三級制變成兩級制，會更有效率。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大家熟悉的運作方式被打破
了，基本功能也沒有繼續維持，台灣現在比過去更有效率嗎？我想結果應該是有目共睹。

凍省後，十六年過去了，有人檢討過利弊得失嗎？省府人事有刪減嗎？答案似乎都是 「沒
有」，省府仍然存在，只是虛級化。省議會成為省諮議會，養一堆人卻沒有工作做。這些公務員
也很無辜，因為當初連政治評估或是對社會衝擊程度都沒有研究，政府說幹就幹，這情況跟現在
六都合併升格一模一樣。

限縮規劃的格局
台灣這麼小的國家，從地方到中央分成這麼多層級，切割瑣碎，也限縮了規劃的格局。以北

北基為例，基隆人口連四十萬人都不到，很難有自己的發展策略，而是應該要和新北市、台北市
做整體規劃。但目前狀況是基隆規劃基隆，新北規劃新北，台北規劃台北，三縣市政府都有自己
的政策目標，卻忽視市和市（縣）的介面，因而出現許多盲點。

在台北縣住了一輩子，我從小就有很深的感受。板橋到台北市很容易，卻不容易到同樣在台
北縣的泰山。因為台北縣的路都是呈現輻射狀，條條大路通台北市。當時的縣政府只要做好兩件
事情就可以贏得掌聲，早上讓人順利到台北上班、上學，下午在最短時間內讓民眾返家。如此一
來，台北縣自然而然成為台北市的附庸。

我到台北縣擔任副縣長大約半年後，終於忍不住，把交通局、城鄉局找來開會。我告訴他
們，台北縣要有 「志氣」，就要打破現行輻射狀的道路設計，轉而設計成環狀，讓板橋容易到新
莊，新莊容易到泰山，泰山容易到林口。

其次是建構城市基礎建設，發展每一地區的特色。除了交通採取環狀以方便鄉鎮區之間的串
連，還要把基礎建設做出來，從綠地、美術館到每一個社區都有學校、餐廳、電影院等等，健全
生活機能，以和台北市民享有相同的生活品質為目標，讓台北縣民感受到沒有必要也不需要到台
北市。

如果學童每天可以省下至少兩小時的通勤時間，生活和學習品質都提高，就業機會也會隨之
出現，台北縣民就會開始形塑對城市的認同。如此一來，台北縣不再是台北市的附庸，也可以舒
緩台北市長期承受的壓力。

因為沒有大格局概念，以致於公共建設重複投資的現象司空見慣。當時縣長周錫瑋提出要在
板橋火車站旁蓋國家歌劇院，但我不得不提醒他，中正紀念堂已經有國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
距離板橋火車站開車不過五分鐘。站在台北縣立場，蓋國家歌劇院可以理解，不蓋，似乎永遠矮
台北市一截，只能屈居當二等公民；但換個角度，站在國家立場，這就是浪費。

08 台灣需要多少縣市？（二）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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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工作節奏快的城市，頸部疼痛已經逐漸

演變成了一種職業病。不論年輕人，還是中老年
人，都逃不出它的魔爪。它可以是局部性的，比
如韌帶扭傷、肌肉拉傷或者關節的磨損退化；也
可以傳導性的，即除了頸部不適之外，同時伴隨
著手麻、胳膊酸痛的情形，甚至是手腕的筋膜出
現發炎、粘連、緊縮的情形。

形成頸部疼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車禍等外
力造成的機械性損傷，長時間以某種不舒適的姿
勢坐或者躺導致的慢性勞損，不經常鍛煉的人突
然做某種不適應的體育鍛煉、或者活動導致的肌
肉痙攣，或者年齡增長導致的骨骼退行性改變等
。

頸部疼痛的鑒別診斷還是相對簡單的，大部
分患者會感到頸背疼痛、上肢無力、手指發麻、
下肢乏力、行走困難、頭暈、惡心、嘔吐，甚至
視物模糊、心動過速及吞咽困難等。

關於頸部疼痛的治療，一般采取保守治療，
即非手術治療。非手術治療包括藥物治療、物理
治療（運動療法、牽引療法、推拿按摩療法、冷
熱療法、超聲波治療）、註射療法（封閉治療、
痛點註射、關節註射、神經阻滯療法）等。病情
嚴重者，有神經根或脊髓壓迫者，必要時可選擇
手術治療。

藥物治療：分為非處方藥和處方藥。
非處方止疼藥：包括Advil和 Tylenol，患者可

以從各大藥房直接購買。副作用：對胃的傷害比
較大，建議患者飯後服用。服用時間：2~3周，若
疼痛仍未減輕，可考慮其他治療方式。註意：肝
腎不好的患者，請慎用。

處方藥：包括大劑量的消炎止疼藥，各種強

力止疼藥。若服用非處方藥治療效果不佳的情況
下，可在醫生指導下服用此類藥物。副作用和非
處方藥差不多，王鑫醫生建議最多服用不超過3周
。

物理治療：分為運動療法、牽引療法、推拿
按摩療、冷熱療法、超聲波療法。

運動療法：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指導下進行
康復治療,

通過各種各樣的運動，來減輕疼痛、肌肉強
度、改善平衡達到治療效果。物理治療師一般是
博士畢業，而且是一個競爭性非常激烈的行業，
很多大學生都爭相進入的行業。

牽引療法：通過牽引機或者人工對身體進行
牽拉，起到減輕疼痛的作用。主要用於頸椎、椎
間盤突出、退化性關節炎和頸部肌肉痙攣等。一
般一周牽引2~3次，每次大約15~30分鐘，牽引強
度由理療師決定。一些簡易的牽引工具，患者可
以在家裏自行鍛煉，出於安全角度的考量，請務
必咨詢過醫生之後再購買鍛煉。牽引療法的副作
用：頸動脈狹窄、椎管狹窄、風濕性關節炎禁用
牽引，有可能引起災難性後果。

推拿按摩：需要按摩師或者機械，通過對關
節肌肉的積壓或拉伸，起到疏通經絡、放松肌肉
和減輕疼痛的效果，一般是在按摩師或者物理治
療師的指導下進行。

冷熱療法：選擇冷敷還是熱敷，需要根據不
同情況來決定。一般外傷48小時到72小時之內，
需要冷敷；慢性疼痛者可選擇冷敷，亦可選擇熱
敷；但是四肢循環不好者，禁用冷敷。

超聲波治療：超聲波即深部熱敷，主要適用
於各種關節疼痛，起到止疼、活血化瘀的作用。

註意：一般來說，心臟和肺盡量不要采用超聲波
治療，可造成心肺受損。超聲波治療法一定要由
治療師和專業人員指導下才可進行。

註射治療：特點是見效快，但是技術要求高
！一定要由受過特殊訓練的專科醫生進行註射治
療。大部分註射，需要在X光和CT的指導下進行
。我們診所從2006年就開始使用超聲波來替代X
光和CT進行各種頸部註射，大大方便了病人，而
且減輕了花費，深受廣大患者的歡迎。

封閉治療：即類固醇治療，向頸部註射類固
醇藥物，止疼效果一般持續3~6個月。副作用：類
固醇易引起血糖和血壓的升高，因此糖尿病患者
慎用。此療法，一般一年不要超過3次。

痛點註射：註射各種藥物到痛點，起到減輕
疼痛和放松肌肉的效果。藥物包括麻藥、激素、
糖類物質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相應的藥物註射
。此療法見效快，持續時間3~6個月，建議病人配
合物理治療，效果更佳。

關節註射：適用於頸部退化性關節炎患者，
一般在超聲指導下，我們將各類藥物註射到頸部
關節，起到消炎止疼的作用。請註意：一定要由
專科醫生進行治療，因為技術難度比較高。我們
診所已經開展超聲診斷治療10余年，臨床經驗豐
富。

神經阻斷：主要是通過麻藥或者類固醇，將
神經阻斷，起到減輕疼痛的作用。一般來說，需
要在X光和CT指導下進行，大部分需要在醫院進
行治療。手術難度大，風險比較高。

手術治療：若非手術治療失敗，可考慮手術
治療。一般適用於神經根或脊髓壓迫者。

王鑫醫生是骨科和神經科的最佳聯合，專治

頭痛、頸痛、肩痛、腰腿痛、腳痛、手腳麻木、
坐骨神經痛、關節痛、工傷、車禍、運動受傷疼
痛、腰椎間盤突出、中風、各種外科手術術後康
復治療。而且王鑫診所環境優雅、設備精良，有
專業的執照物理治療師、執照按摩師協助患者進
行物理治療。

歡迎電話洽詢或預約：713-270-0909。
門診時間：周一、周二、周三、周五早 8:

30am到5:00pm，周六早8:30am到12:30pm。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Ste #370, Houston,

Tx 77036（休斯頓百利大道恒豐銀行3樓#370）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20192019全新全新推出黃石公園大提頓推出黃石公園大提頓55日日立減立減$$260260每房每房

純玩5天精品黃石團，四晚精品酒店
，贈送全程酒店豐盛自助熱早餐，是參觀
黃石公園內景點最全的新新行程。景點包
含:老忠實噴泉、噴泉步道、牽牛花熱泉、
中途噴泉盆地、調色板、諾麗斯噴泉盆地
、上瀑布、藝術家點、海登山谷、泥火山
、釣魚橋、西拇指噴泉盆地、小餅乾盆地
、上梯田、猛獁熱泉、黑沙盆地、大棱鏡
熱泉俯視點. 讓您一次玩轉黃石公園。2019
年5月27日到8月16日天天發團，兩人一
房每人原價$688 , 現在優惠價格$558/每人
如果有第三人在同一房只需$40/人。
行程：

第一天 家園 – 鹽湖城 – 聖殿廣場 – 楊
百翰故居 – 猶他州州長官邸 – 愛達荷瀑
布
第二天 黃石國家公園
第三天 黃石國家公園（全天）
第五天 州府大廈 – 大鹽湖 – 家園
必付費用：$90/人；包含黃石、大提頓、
大鹽湖、燃油附加費

詳情及報名請電：713-772-7570 ，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網站： www.tmttravel.com ，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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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 醫學博士
骨科、疼痛、神經、康復專科門診
提供更有效、準確、安全先進的治療方法
9999 be l l a i re  B l vd . ,  Su i te  370 ,  
Houston ,  TX  77036 ( 恆豐銀行大樓內 )  
電話 713-270-0909

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
僑界人士歡樂愉快僑界人士歡樂愉快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主辦單位有豐富美食主辦單位有豐富美食，，使參與僑界人士在室內享使參與僑界人士在室內享
受美食受美食。。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左二左二）、）、陳陳
苑儀苑儀、、余頌輝余頌輝、、羅秀娟羅秀娟、、黃泰生前主席與會黃泰生前主席與會。。

周明潔周明潔、、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僑務僑務
諮詢委員劉秀美諮詢委員劉秀美、、伍國活夫人伍國活夫人、、世界廣東世界廣東
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於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於55月月1111
日在雅苑參加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日在雅苑參加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

美南銀行公關莊帷婷美南銀行公關莊帷婷、、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關毓駒等龍關毓駒等龍
岡親義公所成員在雅苑出席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岡親義公所成員在雅苑出席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

郭蓓麗郭蓓麗、、王姸霞王姸霞、、唐心琴唐心琴、、邵梅五於邵梅五於55
月月1111日在雅苑參加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日在雅苑參加中華公所室內烤肉

活動活動。。

劉秀美前會長劉秀美前會長、、林玉偉前副會長及休林玉偉前副會長及休
士頓同源會成員在雅苑出席中華公所士頓同源會成員在雅苑出席中華公所

室內烤肉活動室內烤肉活動。。

中華公所董元慶英文秘書夫婦在雅苑參加室內中華公所董元慶英文秘書夫婦在雅苑參加室內
烤肉活動烤肉活動。。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右一右一）、）、僑務諮詢僑務諮詢
委員甘幼蘋主持抽獎活動委員甘幼蘋主持抽獎活動。。

中華公所活動負責人王秀姿感謝味全中華公所活動負責人王秀姿感謝味全
公司提供精美禮品公司提供精美禮品，，供與會人士抽獎供與會人士抽獎

。。

中華公所舉行烤肉郊遊活動於中華公所舉行烤肉郊遊活動於55月月1111
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22時改在雅苑進行時改在雅苑進行
，，主辦單位把擊倒鐵罐等遊戲在室內進主辦單位把擊倒鐵罐等遊戲在室內進

行行。。

郭蓓麗郭蓓麗、、陳瑩等出席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陳瑩等出席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
並參與賓果遊戲並參與賓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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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姑娘們開始急了！這個夏天
，每個姑娘都想擁有一條線，這條線就是傳
說中的馬甲線！為了這條線，她們願意去跑
、去跳、去負重、去抵抗美食對自己深深的
吸引。這個夏天，每個姑娘都在想象，如果
有了這條線，自己可以任性、驕傲地穿小短
T、比基尼、色彩鮮艷的運動內衣，並且，
發朋友圈集贊。

想要馬甲線嗎？想要的話，跟著我小谷
一起練健身吧！不瘦下來，不Fit起來，你不
會知道，自己究竟能有多美。你需要的，只
是對自己身體的一點點改變，只要你嚴格按
照我為你設計的計劃來做，終有一天你會破
繭而出，成長得比人們期待得還要美麗！

記住我的話，動與不動的區別是100%！
“馬甲線養成計劃”直擊塑型的兩大要

點：

1. 通過適度的力量訓練保持線條；
2. 通過有氧訓練減掉多余脂肪。適合追求線
條美的女生和男生。
I. 入門階段
訓練安排：7天，5個訓練日+1個拉伸恢復
日+1個休息日
訓練目標：每天8分鐘，從0開始，幫你慢
慢找到身體各個部位動作的發力感，讓你感
受到健身的魅力，而你，會愛上運動的自己
！
II. 進階階段
訓練安排：13天，9個訓練日+3個拉伸恢復
日+1個休息日
訓練目標：全方位塑造身體各個部位，堅持
下去，你會慢慢發現自己身體線條的變化，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
III. 挑戰階段

訓練安排：12天，8個訓練日+2個拉伸恢復
日+2個休息日
訓練目標：在塑造身體完美線條的同時，加
上心肺有氧運動的挑戰，你的脂肪在哭泣，
而你，正在接近完美的自己！

健身教練小谷專欄健身教練小谷專欄11
女生如何練出馬甲線女生如何練出馬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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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免費李醫生免費
幫你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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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7年02月22日,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
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08月01日, 第二優先
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
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年09月15日, 第三優先
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7年09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10月01日，第五優先
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
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2018年04月22日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2017年10月01日, 第一

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
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11月01日, 第二優先
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
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6年01月01日, 第三優先
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06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11月01日，第五優先
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
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2018年09月01日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2年02月15日中國大陸2012年02月
15日
第二 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年07月15日中國大陸2017年07月
15日
第二 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3年05月15日中國大陸2013年05月
15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12月22日中國大陸2006年12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6
年04月01日中國大陸2006年04月01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
年10月08日中國大陸2012年10月08日
第二 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9年03月08日中國大陸2019年03月
08日
第二 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年08月08日中國大陸2014年08月
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
年08月22日中國大陸2007年08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12月01日中國大陸2006年12月01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
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歲
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未
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

休斯頓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
96人被刑事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
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打擊婚姻欺詐案件的
決心。

2.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結
束。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去
年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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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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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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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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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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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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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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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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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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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
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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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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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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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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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
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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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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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星期六 2019年5月18日 Saturday, May 18, 2019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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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詞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詞。。

德州奧斯汀市市長德州奧斯汀市市長Steve AdlerSteve Adler 在大會在大會
開幕式上致詞開幕式上致詞。。

中國駐美科技公使陳富韜參贊在大會開中國駐美科技公使陳富韜參贊在大會開
幕上致詞幕上致詞。。

喬治喬治HWHW布希基金會中美關係創始人兼布希基金會中美關係創始人兼
主席主席Neil BushNeil Bush 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詞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詞。。

「「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 主席主席 MitchellMitchell
StanleyStanley 在大會上致詞在大會上致詞。。

第四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開幕式現場第四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開幕式現場，，NeilNeil
BushBush 正在致詞正在致詞。。

長沙市委副書記朱健長沙市委副書記朱健（（左左 ））與與 「「休斯敦美中創新聯盟休斯敦美中創新聯盟」」 總總
裁劉乙燕裁劉乙燕（（右右 ））簽約後握手合影簽約後握手合影。。

SBASBA 美國小企業管理出口融資研討會德美國小企業管理出口融資研討會德
州休士頓副區長州休士頓副區長Mark WinchesterMark Winchester 在大會在大會

上講話上講話。。

大會各參會公司展示攤位現場大會各參會公司展示攤位現場。。



BB99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9年5月18日 Saturday, May 18, 2019

王朝旅遊在2019年1月帶團南北越
、柬埔寨14天，深得團友的喜愛並極力
推薦親朋好友。王朝旅遊現應廣大客人
要求，於2020年1/8-1/21再次推出經典
越南、柬埔寨 14 天深度之旅。原價:
$2698,為慶祝王朝旅遊邁向22周年，特

推超值價$2498大酬賓，費用包含全程
5星酒店+1晚豪華遊輪；行程中3段機
票、餐飲、景點門票。王朝旅遊將會帶
領大家深度遊覽兩大國家9大名城：越
南—河內、下龍灣、會安、順化、峴港
、巴拿山、胡誌明市和柬埔寨—吳哥、
金邊。

越南和柬埔寨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
個神秘國度，王朝旅遊將會帶領大家去
揭開的她的面紗。河內的胡誌明故居、
巴亭廣場、文廟、水上木偶戲、36古街
、下龍灣兩天一夜豪華遊輪觀賞世界八
大奇景的日出與日落，更可汲取天地間

的靈氣。峴港的山茶半島、占婆博物館
、會安古鎮觀賞她的風情萬種。巴拿山
上的佛手橋、順化著名的越南紫禁城—
順化皇城、胡誌明百年的郵局、紅教堂

及神秘的古芝地道，都會留下我們的足
跡。

柬埔寨的吳哥和金邊，享負盛名。
世人對她的千年文化都是讚歎不已。面
對大小吳哥的古老建築物，讓人驚歎到
屏住呼吸，使人忍俊不住想去探索這神
奇的建築，她更是評為世界7大奇跡之
一。女王宮的蒙娜麗莎女神雕像之精細
雕刻，更令人久久註足不前。

洞裹薩湖讓您了解水上人家與鱷魚
和平相處的獨特生活。金邊的皇宮，建
築富麗堂皇，具有傳統風格和宗教色彩
。毛澤東大道更是不容錯過。

王朝旅遊非常感謝廣大客戶的支持
，你們的鼓勵和掌聲更是我們前進的動
力。王朝旅遊秉持一向以客為本的初心
，為客人打造更深度化和多元化的獨特
旅遊產品。圖片取自網絡。

更多行程盡在王朝旅遊，詳情請聯
繫我們：電話：713-981-8868 微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A14，敦煌廣場隔
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僑界集萬步護臺灣走入休士頓僑界集萬步護臺灣走入WHAWHA健行活動健行活動
今天早上在糖城今天早上在糖城Oyster Creek ParkOyster Creek Park 舉行並贈送紀念品舉行並贈送紀念品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新榮記新榮記 兄妹班兄妹班 創新天創新天 楊楚楓楊楚楓
新榮記乃由本為食書生好友陳定全

、陳佩裳兄妹經營。他們自去年10 月開
張以來，生意一直走好，坊間有口痕友
說新榮記之所以一炮而紅，全因為該餐
館地頭好，加上上一手之榮記飯店，乃
由休市名廚榮叔打理，加上休市名人
Kent Woo 作店中維修保養，造就榮記業
務穩健，陳氏兄妹只不過是 「冷手執個
熱煎堆」 而已。對於這種涼薄語言，本
人卻不以為然。

誠然新榮記位於Wilcrest 跟 Bellaire
百利大道交界之處, 地理位置顯眼，交
通便捷，出入容易。不過距今約10 年前
，我有相熟朋友伍先生，曾經在相同地
點上，開設有東城酒家，宅的佔地面積

，是今日新榮記的兩倍以上，大堂內更
有舞臺設計，可供休市社團及交遊廣闊
的家庭的聚會，更有 「蛋撻王」 ，這間
由紐約南下的點心大師梅先生開設的舖
位在東城酒家對面，梅老闆每天巧制香
滑新鮮出爐的蛋撻，吸引不少本地華人
家庭到來光顧，他們走進商塲之中時，
自然認識有東城酒家在一旁，這樣看來
，東城酒家應該是大有客路的。

記得那一年我們 「頤康講座」 成立
週年，而休市洗衣業及餐飲業鉅子田先
生夫婦的生日晚宴，也是在東城酒家中
舉辦，兩次飲食宴會，我均有出席，菜
色及招呼尚稱不俗，我跟本地食家談起
，也以為東城酒家生意可以一路暢順下

去的。不過一年多之後，突聞 東城酒家
已經停業，有什麼實際原因，大家也不
知就裏。我只不過承認一點，要成功地
經營一間餐館，既要有能力、也要有實
力，耐力，否則，其路難行！

回頭再說今時今日的新榮記 ，自開
業以來的180 多天中，無論是早市晚市
的生意，都是繁忙興旺，連帶下午3 點
至5 點的一般休閒時段，也不斷有食客
上門購買菜式外賣。原來東主之一的陳
定泉師父，乃休市鼎鼎有名的燒烤專家
，他來自香港，少年時代已在香九龍新
蒲崗地區內之國華酒家內習藝，一雙巧
手，每天把過百隻火鴨、過百磅義燒、
幾十隻乳豬，在火光紅紅的燒烤爐中，

上下翻滾，左右移動，為新蒲崗地區內
的膠業工人、制衣工人、電子工業工人
的上班一族，提供物美廉價的午餐食品
。當時我尚未移民來美，在美國可口可
樂汽水公司廣告部任職，陳師傅任職的
國華酒家，是我經常光顧的大型酒樓，
我十分欣賞它的午市的義雞火鴨飯，及
至15 年前我與陳師父同在休市中國城中
國餐廳任職，我為經理，他是燒烤部廚
師，大家一談之下，既如同是香港人，
我更是他當年工作的國華酒家的常客，
實有相逢恨晚，一見如故的感覺。再看
當時中國餐廳的燒烤部門的生意，便知
道陳師父的手藝確是 「琵琶跌落地」 ，
冇得彈（頂瓜瓜也！）

王朝旅遊應廣大客戶要求王朝旅遊應廣大客戶要求，，20202020經典重遊經典重遊
絕代風華南北越絕代風華南北越、、柬埔寨柬埔寨1414天尊尚深度之旅天尊尚深度之旅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為響應中華民國衛福部發起之 「全民
集萬步走入WHA 」 活動，號召休士頓僑界同心齊步，以具體行動聲
援臺灣走入將於5月20 日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促成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早
日實現 「健康是基本人權 」 的願景。一項由僑務委員鄭金蘭、陳美
芬、鄭昭、劉秀美、及趙婉兒、陳煥澤等人發起的 「休士頓僑界集
萬步護臺灣走入WHA健行活動」 將於今天（5月18 日，周六）上午
八時半起在 Oyster Creek Park Area A( Amphi theatre ) ( 4033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 集合，活動將於今天上午11時結束。結束後

主辦單位將贈送每位參加者中華民國及美國國旗及簡餐一份。當天
將有人安排停車，不用擔心停車位，歡迎僑胞們偕家人踴躍前往參
加。

參加對象： 認同臺灣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與理念，支持臺灣
積極參與WHO、貢獻國際社會的各界人士。請有意參與之朋友向所
屬 僑 團 、 各 發 起 人 或 休 士 頓 華 僑 文 教 服 務 中 心 Tina
（713-789-4995#105）報名，以利統計人數。

活動內容包括：
•活動依健行距離分為2組，僑胞報到後自評體力加入合適組別，

胸前貼上主辦單位提供的臺灣參與WHA logo並領取補給品。
• 出發前由志工說明注意事項並合影留念，隨後由各組領隊帶領
進行健走。
• 步行返回原點後即將步行總數登錄衛福部相關網站，並領取紀
念品及簡餐。

當日衣著裝備：請儘量著白色上衣，以契合臺灣參與國際醫衛
組織主題，並彰顯 「Taiwan can Help」 Logo(如上)。休士頓天氣陰晴
不定，記得帶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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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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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潘牧師回天家
屆滿一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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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周

一）

今天是外子

潘政喜牧師去世一週年紀念日，我要歡喜

過每一天，因為我們都是喜樂的人，我英

文名字是Joy ,潘牧師名字是潘正喜。(他父

母報戶口時，他的名字卻被辦事員寫成潘

政喜)
感謝天父日日與我同在，賜我力量與

喜樂，繼續奔走天路，完成祂要我完成的

任務。也感謝眾多教會牧師師母暨弟兄姐

妹們，常鼓勵我。

3:30pm下班後，我去探訪周劉美師

母，她重感冒多日，痰多，我昨天鼓勵她

刮痧，她說今天感到好多了，我也提醒她

多喝鹹檸檬水，煮白蘿蔔湯喝，煮梨子蘋

果湯喝，我送給他們夫婦晚餐，他們宣教

士，憑信心生活。

我買梨子，蕃茄，青江菜，小黃瓜，

晚餐飯盒兩個送給周師母牧師，感謝天父

憐憫，周師母說:「感冒好多了，不太咳嗽

了!」，刮痧很神奇的，我過去感冒咳嗽，

最後請教友美秀姐幫我刮痧，就好了，不

咳嗽了。

周牧師對周師母說：「今天是潘牧師

去世一周年，我們怎麼紀念他呢？」「那

要看潘師母...」

沒有料想到我就來到他們家了....「說

到曹操，曹操到。」

晚餐請周牧師謝飯禱告 :「親愛的天

父，今天是潘牧師回到天父懷抱一週年紀

念日，我們懷念潘牧師的謙卑，和藹可

親，敬虔忠心事奉主，關心鼓勵後輩牧師

們，是我們的榜樣，求主賜力量給潘師母

在地上繼續努力不懈作主工，榮神益人。

我們為桌上飲食禱告，求主賜福，使我們

存快樂感謝的心吃喝。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禱告。阿們!」
爾後，我們三位一起去社區走路運

動。

5月14日（週二）

筆者回應約翰福音14章28節主耶穌說

「因為我到父那裡去，就必喜樂。」

外子潘政喜牧師去年5月13日清晨因心

臟病驟逝，心血管梗塞，很快被接回天父

家中；事後靈修也有讀《約翰福音》，再

次重讀《約翰福音》，字字活跳呈現在眼

前，神的話就是能力，就是大錘。所以，

我沒有理由活在悲傷難過中，主耶穌說:
「我回到父那裡，你們要喜樂」，感謝主

的話語，潘牧師也是回到天父那裡，我們

要喜樂，因為有一天我們在基督裡必再相

會。感謝主賜給我們平安，不要憂愁膽

怯，活出喜樂，主耶穌應許要再來接我們

到祂那裡去。

@友人來信

1.杜長柄伯伯

潘牧師回到天家已經一周年了，潘師

母實踐了神的話語，我們祝福潘師母對  
神的忠貞表現，也祝福她的身体健康，為  
神而活出平安喜樂的一生。感谢神的帶領

和保守。   
2.何宜姐妹

時間過的好快，若非你的「思牡札

記」分享，都没感覺到潘牧師離開我們都

一年了！對妳是不容易的一年，求祂恩上

加恩，力上加力的更多澆灌妳「靈魂體」

健壯興盛～呈如妳的名字Joy是妳力量的

來源，也是嗤笑仇敌的有力武器！潘師

母，妳好棒妳为榮與榜樣！

3.遼寧瀋陽Sophie姐妹回響:
感謝師母分享，在潘牧師被天父接回

家一周年特別的日子裏，我們一同懷念

他，感恩他爲主的做工。也祈求主看顧保

守師母的身體健康，賜你平安喜樂的心，

謝謝你用文字常常鼓勵你的讀者，爲我們

樹立了良好的神的僕人形象。

感謝潘師母分享，我非常喜歡您的

「思牡札記」，真實，親切，感人。願主

繼續祝福你手中的事工。

4.趙寶新弟兄來信:
謝謝師母帶領大家走天路，離開西南

國語教會到西區中國教會，又到凱地中國

教會，轉眼十幾年了，今天在銀行見到師

母，還是那麽熱情關心我，非常感動，謝

謝您關心鼓勵我們，祝福大家主內大愛永

恒。

5.劉少青和曾麗玲來信/New Heaven
真懷念潘牧師爽朗的笑聲！

6.曾惠蘭/糖城

看到潘牧師和潘師母的喜樂神情，真

是由衷感謝神賜恩典！也更加思念起潘牧

師...�
7.胡周小立/糖城

謝謝潘師母的分享，潘牧師回天家已

有368天了。感謝神保守師母帶著大家常

在主恩典中敬畏神。

對神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旅程，兩千年
教會歷史上是如此，在我信主的幾十年亦然 
。從無神論到信主作牧師 ; 從極端保守派，
到經歷靈恩，我一路在追求，看法在改變。
天國好像人尋重價的珠寶，我不停地在找。
有時像瞎子摸著石頭過河，難免跌撞 ; 又像
甜甜圈，被捏、被烤、被炸，再澆糖漿，
香味才出來。這過程不容易，連自己也看
不明白，但我終于從地洞裏鑽出來，拍拍滿
頭的污泥，裏面涌出喜樂，別人看不懂 ...。
我感恩今天我還活著，還有機會隨著天上
的鼓聲，去奔神的旨意 ( 希 10:36)，一切代
價是值得的。當初美國西部開發時，平均
每 16 英里死一個人，而今天加州是多麽繁
榮 ! 臺灣開橫貫公路，也多少人死傷，但今
天遊覽車一輛輛過去 ...。爲了神所要的，
死就死吧，您說呢 ?

神漸進的啓示，到這世代是什麽呢 ? 是
祂的家。20 年來，" 回家 " ( 或稱家人同行 ) 
正影響著列國，而最明顯的就是 2018 年
9 月在 IHOP Kansas City 的 Convergence，
及 12 月的 Onething。Mike Bickle 已宣布，
Onething 是 19 年來的最後一次。另有好
幾個國家的教會也說不再辦大型特會了，
因爲他們聽見神說，" 我不要特會，我要
家。" 1982 在埃及開羅，神用聽得見的聲音
對 Mike Bickle 說過，"I am going to chang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on the whole 
earth in one generation." ( 我要在一個世代裏
改變全地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 )，而今天就

是那個世代。教會不再是機構，是家 ; 不再
是會友，是兒女 ; 重要的不是做什麽，乃是
是什麽。英文較清楚，不是 do sons，乃是 be 
sons。兒子包括女兒，是繼承産業的，因爲
神是我們的爸爸 ! 主耶穌在十架上所給的是
家、是國度，比得救上天堂還多得多 ! 這是
神的心意，不是我選祂，是祂選我 ; 是祂把
我浸入一個身體，納入一個家，而這個家還
是皇家呢 ! 父親是王，你我竟是公主、王子 ! 
甜甜圈炸好之後將與天父同坐寶座，同掌王
權，真不可思議啊 ! 這樣的基督教信仰越看
越明白，黑白變彩色，平面變立體，而今天
就是那個世代。

其實這些亮光與啓示都在聖經上，只是
我們理解得太慢了。早在 ( 賽 66:1) 神就嘆
息，"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們
要爲我造何等的殿宇 ? 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

基督教信仰的新認識  

許宗實牧師

當世界剛剛跨過 2000 年的千年蟲末日恐
慌之後；當華人教會普遍仍在面對堂會種種
挑戰與掙扎，探索如何突破小教會的種種匱
乏，努力邁向千人教會甚至萬人教會之際，
于 2001 年，父神借著兩位忠心的使者，埃
及裔的戴冕恩及華裔的趙仲權兩位父老，引
領了一小撮中港臺澳及海外華人代表，走上
一條屬靈的曆奇之路，五地家人們一起結
盟，同心同行，共同的目標是要爲父神在地
上預備一個可安息的居所，一個溫暖的家，
一個讓聖靈完全自由指揮的身體，一支向元
帥完全效忠的軍隊。

19 年來，透過同心向著父神集體敬拜、
集體求問，集體等候，集體聆聽、集體察
驗，集體順服，集體行動的操練，“華人
是一盤散沙的咒詛與宿命”這堅固營壘終
于被攻破了，現正邁向全球華人教會的世
紀整合。父神化腐朽爲神奇，將華人的一
盤散沙，轉化成爲一支愛的盟軍。

過去 19 年，先是華人，後來更凝聚成爲
列國同心同行的國度性盟約大家庭，在聖
靈引領下，所到之處因神榮耀的同在，無
不帶來了屬靈的突破與提升。

然而，聖經一再提醒我們，擺在我們面
前有兩條路：一條是撒旦誘騙人類走向你
爭我奪，自相殘殺，同歸于盡的死路；另
一條是，基督引領我們走向舍己，化解冤
仇，彼此相愛，同歸于一的共存之路。（弗
1:10）

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也從耶路撒冷起
步，經過二千多年來代代先輩們的努力與承
傳，如今聖靈正引領屬靈大家庭，朝向以賽
亞書 19 章，以色列、埃及、亞述三國一律
的預言應驗而進發（賽 19:24-25）。這正是
華人的命定，要帶領兩個哥哥，以撒及以實
瑪利的後裔“回家”，福音至終也必傳回耶
路撒冷，猶太人將全家得救，而終極的目標
正是列國家人，與猶太長兄在基督同歸于一 

（弗1:10），成爲“一個新人”（弗2:15-16）
預備好成爲一個無瑕無疵、完美的新婦（弗
5:27）去等候新郎到來迎娶。

我要在父神面前屈膝，感激祂賜我這莫
大的恩典，打從 2001 年一開始，就有幸
參與在“家人同行”這旅程當中，使過去
這 19 年，不單成爲我事奉人生中最精彩難
忘的歲月，也使我靈命被提升至遠超我所
想所求的境地。30 多年前，我曾向神流泪
呼求：“無論要付上多大的代價，在我有
生之年，我要親眼看見，華人是一盤散沙
的魔咒至終被打破。”而過去這 19 年，父
神不單回應了我對全地華人教會合而爲一
的呼求，最令我興奮的是，我居然有這福
份能參與及親身見證著聖經關乎末世的預
言，信實的父神在我們眼前逐一的應驗，
能有如此經歷，真的是不枉此生！

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何寶生傳道

呢 ?" 兩千年來，我們聽這個，聽那個，建
這個，建那個，到頭來都只是人想的，還
不是神要的。神要的很簡單，不是組織，
不是機構，不是會友， 是家。家有父母，
有兒女，有愛，有秩序，有和樂。仇敵知
道是神要的，所以它百般破壞關係、破壞
家庭、製造教會紛爭，今天還全面混淆男
女的性別，扭曲孩子們的自我認同。我們
必須成爲家，才能除滅魔鬼的作爲 ; 父親
的心要轉向兒子，兒子的心轉向父親，才
能除去這地的詛咒 ( 瑪 4:6)。但放眼望去，
兩千年來連許多牧師都還在作孤兒，如何
建立家 ? 江秀琴牧師有一天明白了，她說，
" 原來我也是個大孤兒，在作孤兒院院長 ! 
" 孤兒是什麽 ? 是缺乏父母，無父母就成爲
孤兒。教會不是缺乏教導，保羅說，“師
傅雖有一萬，爲父的却是不多。”( 林前
4:15) 但我們想，誰够資格作父母啊 ? 一點
也不錯，沒有父母是完全的，但有父母，
孩子就有安全感，父母也不是每天决定
我今天要不要作父母，都是心的問題 ( 瑪
4:6)，心重要。

仇敵要破壞家，但神在找家。舊約裏，
神在西乃山顯現 ; 會幕建好後神從會幕中
說話 ; 直到新約，耶穌來，支搭帳幕在人
間，名稱爲以馬內利 ; 而到啓示錄末了仍
說，"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神要親自
與我們同在 !" ( 啟 21:3) 這是父神的心。整
個救贖有兩方面 : (1) 你我被救，成爲活石 ; 
(2) 活石又被建造成爲聖殿，是神能居住的
靈宮 ( 彼前 2:5; 弗 2:2)。戴冕恩牧師說， "
神末世的軍隊不是將軍，是父母 ; 不是士
兵，是兒女 ; 不是槍炮，是神的同在。" 最
重要的還是家，是關係，所以主一再叮嚀
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叫你們
彼此相愛 ; 你們若有相愛的心，衆人因此
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 約 13:34-35) 
又說，" 使他們都合而爲一，正如禰父在我
裏面，我在禰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叫世人可以信禰差了我來。" ( 約 17:21) 

我 們 上 過 Bill Johnson 的 Leader 
Development Program，第一課就講家 - 神
國度的文化，第一就是家。近年來很多人
在談五重職事，那是對的，但我想，末世
的教會不只要恢復五重職事，更基本的是
恢復家。五重職事不是教會裏的新組織、
新頭銜，乃是家中成熟的父親、母親、哥
哥、姐姐。應該是先成爲父母才作使徒、
先知 ; 先是父母才作傳福音的、牧師與教
師，這樣才對，家才健全，也才是神要的
教會。

神的新酒要用新皮袋裝，新酒是成爲
神的居所，神的家 ; 不再只是事奉、機構
或學院。新皮袋是合神心意的看見，願意
被擴充，放下過去的驕傲、自卑、受傷、
冒犯，孤兒心態、悖逆、脾氣、我行我素、
不與人合。甚至連頭銜、職稱也可以放下。
那些沒什麽不好，只是在家中無此必要。
我去兒子的家，他下了班回來，我沒聽過
他太太或兒女叫他，"Doctor Hsu" 的。一
個公司的 CEO 回到家，換下襯衫，捲起衣
袖，幫忙帶孩子、倒垃圾、換燈泡、煮菜，
因爲回到家他是父親啊。當孩子們大了也
學會分工，擺碗筷、收拾桌面、吸地，都
有人做，這是家。我們是天父爸爸成熟長
大的孩子，都懂事了，那就一起來建造一
個快樂、榮耀的天父的家吧。今年的新年
我想要給天父爸爸一個禮物，前些天和美
津在交通時，我興奮地告訴她，有了 ! 以
前我曾給自己取一個別名叫 " 主愛 "，今我
要另取一個別名叫 " 建家 "。以前高興我是
主所愛的 ; 今我立志，要爲天父爸爸建立
祂的家。我相信這是神對我及教會的托付，
2013 年克安通牧師就已經說過，" 許多父
親與母親會從這個教會産生。" 我相信這
也是今天神對衆成熟的教會的呼召。

費城 Peter Smith 牧師說過一個比方 : 

公路上有幾條綫，大半教會都走在 " 教會
" 綫上，少數移動到 " 教會與國度 " 綫，
而更少人移動到 " 國度與教會 " 綫。這與
領袖的心胸有關，與我們對父神的認識有
關。我看得很清楚，我已經在移動了，我
也鼓勵原住民領袖，要從 " 族群綫 " 移動
到國度綫，鼓勵台語牧師，要從 " 台語綫
" 移動到國度綫。" 華人綫 "、" 我的需要
" 綫、" 孩子爲中心 " 綫，都要移動，神
所要的才是我們的追求。

這世代是我們興起的時候了，" 受
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衆子顯出來 " ( 羅
8:19)，我幾乎能感受到地在震動，迫不及
待盼我們長大 ! 今天黑暗與光明兩國的爭
戰已經白熱化，教會必須參戰，不可再沉
睡，不可像青蛙在溫鍋裏慢慢被煮死掉。
末世的軍隊是父母、子女、與神的同在。
屬靈的聯合國正在成形，進入命定，站好
位子，去影響地上的政權 !

代價是要付的。作先鋒有可能被笑、
被批評，但不害怕，爲理想而犧牲的革命
先烈比比皆是。打仗有死傷是正常的，像
基甸選兵，害怕的可以回去。要作得勝
者，向自己死，向老我死。主早已明說，
"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
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
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
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 ( 路 14:26-27)。當兵入伍需要剃光頭、
換軍服，聽命令，你願意嗎 ? 

然而聖靈在鼓勵我們，我們是天上的
國民，是父神在地上用活石所建的靈宮，
是滿了愛與喜樂，像孩子般活潑、單純、
健康、帶著聖靈大能的生命河。這生命河
流到哪裏，就要把天帶到哪裏，帶給親
友、鄰居，帶給華人、非華人，帶給原住
民。教會沙漠中出現綠洲，綠洲與綠洲在
相連，那綠洲就是神要的家，我們得救了 ! 
世人也一同歡呼 !

轉載自《家書》1/17/2019

邀請函
時候滿足了，海外華人要回家！
2019 年 5 月 30 日 - 6 月 1 日
美國德州 Austin
在聖經中，70 年是一個滿足的時刻，

是一個世代的循環結束與開始的關鍵年。
我們現在正處在兩個 70 年滿了的關鍵時
刻。

首先是以色列剛剛建國 70 年，是許
多預言成就的時刻！全球的教會都無法置
身於神在以色列的作為之外，華人也絕不
例外！其次，2019正是中國建國 70週年，
華人在海外不容錯過這關鍵的贖回和復還
的時刻！現今神揀選華人站上位置，主正
在賜下前所未有的合一。亞洲華人的興起
也喚醒了我們海外華人，如同海外的以斯
帖王后，被同族的末底改激勵而覺醒，在
北美和世界各地興起，站在位上，與神末
世的計劃和心意對齊！與祂對華人的命定
對齊！

時候滿足了，主感動我們在德州
Austin 呼召海外華人聚集，要延續並擴張
祂在 2017 年 11/11 聚集的工作！

我們來了，從四面八方來，迫不及待
要見你，因我們是家人！讓我們一起體貼
天父的心，一起迎見神！

北 美 華 人 回 家 聚 集 僕 人 團 隊
（NACC）敬邀

2019 年 2 月 22 日

歡迎報名參加德州奧斯汀 2019 年
5 月 30 日海外華人聚集，報名網站：
http://www.tcaweb.org/overseas-chinese-
homecoming-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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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說，在六道中，人的生活環

境，基本上是苦樂參半，正因為有苦

有樂，人才會求道修道。不像天道，

有樂無苦，也不像地獄道，有苦無

樂，在那些地方，很難與道相應。

不過現實的問題是，在有苦有樂

的環境中，如何發心向道？如何借境

修行？不要因為苦，人愈來愈煩惱，

也不要因為樂，而醉生夢死，忘記修

道。我覺得其中關鍵，就是要有抉擇

力，運用智慧去觀察、取捨我們所遇

到的種種境界。

雖然說人生有苦有樂，但由於人

人業力不同，有的人苦多樂少，有

的人又苦少樂多。如果再仔細講，有

的人是外表富貴，內心空虛；有的人

是粗茶淡飯，樂天知足；有的人事業

成功，家庭和樂，樣樣都順風順水；

有的人卻是什麼都不順，總是障礙重

重。在這些不同的環境中，有的人能

學佛，有的人還是不能學佛。因此，

嚴格說，環境的苦樂只是助緣，要不

要求道修道，還是要靠自己的悟性。

據紐約時報報導，2017年間，美

國約有四萬人死於槍擊事件，確實人

數是39,773人，是五十年來，最高的

死亡人數，而且逐年增加。除非有什

麼方法改變美國社會的共業，否則這

個趨勢不會停止。據統計，其中有三

分之二的人是用槍自殺。想想在一年

之中，不包括其他方式的自殺人數，

有兩萬數千人想不開，要自盡，這是

多麼殘酷的現象。在該報導中，同時

又提到，2017年，美國大約有七萬人

因服藥過量而死亡。為什麼有那麼多

人要用藥物？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故意

要減損自己的壽命呢？我想我們這個

社會是真的有病了。在富足、強大的

形象中，國民的生活品質，是不是出

了狀況，令人活不下去？這是這些年

來，我一直在思考和憂慮的問題。

根據CNBC的報導，2017年間，美

國有14.2%的人承認自己在該年中，

練習禪坐。2017年歲末前，NBC的晚

間新聞，也曾經報導說，美國的某

些警局、學校，也開辦禪坐課程，學

習透過禪修，減少壓力。從這些消息

中，讓我感覺，美國社會裡，有善根

的人還是很多。特別是菩提中心舉行

內觀禪修時，在七、八十位學員中，

有半數以上，都是美國青年，令人歡

喜。從這些現象看，美國社會似乎又

充滿希望，在失意的群眾中，仍有一

批人，尋求人生真諦，希望能增進生

活意義。

我記得近四十年前，在台灣與一

位讀高中的女學生個別談話時，她突

然問一句：「法師！你快不快樂？」

當時我愣了一下，因為不知如何回答

才好。說自己快樂，不對；說自己不

快樂，也不對。經一番思惟後，我才

認真地對她說，由於有佛法的指導，

我在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都算是

快樂的。其實人在凡夫位裡，那個能

說自己是百分之一百的沒有煩惱？真

沒有煩惱時，已是解脫的聖者，也就

不是凡夫了。

從佛法的角度觀察，人生的苦與

樂，其分際也確實是在一念之間。

除非是我們遭遇到極大的苦難和病

痛，生理上不得自在，那需要有非

常強大的定力來應付。假如一個人

生活無憂，身體無病，終日還是煩煩

惱惱時，那都是我們的心理反應出了

問題，思惟方法不對，處理的態度不

對。

記得在七十年代，每逢寒暑假，

我都會去台灣南投水里蓮因寺靜修，

我喜歡那裡的環境和生活。雖然每日

功課很多，還要過午不食，但內心裡

就是嚮往這種清修的道場。矛盾的

是，每次上山，卻又對懺雲老法師

的管教方式，有些不習慣，甚至有點

意見。老法師從早到晚，都會盯著住

眾，隨時開示，也隨時會當眾呵責。

甚至我早齋時吃了多少食物，老法師

也會留意觀察。其實在十五、六歲的

年齡裡，吃不飽是很苦的。那些年，

說也奇怪，沒有人逼我去蓮因寺，自

己就是想盡辦法去那裡度寒暑假，學

學不同的修行方法。有一天，我終於

領悟到了一個道理，既然要上山親近

懺雲老法師，我就將自己交給老法

師，聽他老指揮，不要再用自己的意

見來看人事。從此之後，一到水里，

徒步上山時，我就一面走，一面默默

地告訴自己，要放下我執！要放下我

執！一切聽老法師招呼！一切聽老法

師招呼！果然很有用，走進蓮因寺山

門時，內心毫無壓力，更不緊張，反

而很期盼，不知老法師此次又有何特

別的要求和交代。所以在現實環境

中，如果外在的因緣無法改變，自我

轉念，也是一種調整方法。

如何正確轉念，將逆境變成助

緣，將煩惱轉成菩提，乃是人生中的

日常功課。因為每天都有新的因緣出

現，只要人事環境不斷變遷，我們就

永遠要保持警覺，如理思惟，面對現

實。

一、莫作虛妄決定

《大乘廣五蘊論》中，給「無

明」下了一個定義─「虛妄決定」

。虛妄決定就是糊裡糊塗地做了決

定。在人生旅途中，我們不能把今生

所有的遭遇，都說成是前世業力的牽

引。因為很多人事的發展，乃是「自

由意志因果律」所決定。意思就是我

們每天都在做種種的判斷，主導我們

自己的未來。正確的決定，就創造安

樂的環境；不正確的決定，就會引來

苦惱。

很多年前，我遠行回來，在洛杉

磯轉機時，走進洗手間想洗個臉，想

不到突然有位男士在我後面大呼：法

師！請救救我。我問他有什麼事我能

幫忙？他說他的錢全部輸光了。原來

這位先生從台灣帶了八萬美金來美，

想開個餐館。但一下飛機，就被朋友

邀去賭城賭錢。不到幾天，八萬美金

全部輸光，他不服氣，再向三藩市的

朋友借三萬元再賭，結果仍是輸個精

光。我勸他，不要再賭錢，趕快去打

工還錢。還了錢，如果還沒有合法的

身分，就趕快回台灣吧！我們要不要

去賭城賭錢，跟前世沒有關係，不實

實在在地經營事業，想用賭錢的方法

來增加財富，那是「虛妄決定」。無

明會與貪瞋分別相應，所以貪欲心重

時，不要隨便決定，瞋恨心重時，更

不要隨便決定。

（待續）

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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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道來。注意，當一個人崩潰的時

候，她的思路是不清晰的，她更傾向

於告訴你她的結論。而我們如果要幫

助她，就要全面地了解事件的經過，

就算你發現她的敘述是很有偏向性

的，也不要著急地揭穿，你要引導

她自己去發現。因為揭穿她，或者糾

正她，都把你放在了她的對立面。這

個時候她更需要的是一個傾聽者，一

個支持她的，一個可以站在她的角度

上去幫她把事情理清楚的人。當我們

對自己的角色有清楚的認知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她。這時候

我們應該多用疑問句，像「是什麼事

情讓你這樣覺得呢？」「為什麼你會

這麼想？」當我用類似這些問題去幫

她還原整個事實後，奇妙的事情發生

了。她開始不再一味地指責自己，她

之前的結論開始鬆動，她開始意識到

事情並不是她想的那樣，也許並不是

她的問題。雖然她仍在流淚，但明顯

脫離了崩潰狀態。開始願意跟我說更

多的事實，當我完全的了解之後，我

告訴她，她的反應再正常不過，如果

是我，我可能會有更激烈的舉動。這

無疑是一劑強心針，把她從認為自己

有精神病的那邊拉了回來。不過不是

她媽媽說的「每天告訴自己沒有病」

當你對生活絕望

高孫華

去年12月某一天，正要下班時，

我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來電，問我

可不可以帶她去醫院，她說她想自

殺。這是我一個平時非常樂觀的女

性朋友，年紀輕輕和她老公創立的

公司就已經在行業內獲得很高的知名

度，隨時就可以財務自由。我沒有想

到生活這樣順遂的她會想自殺，也許

正是因為這樣的反差，我意識到事情

的嚴重性，馬上趕去她家。看到她已

經虛弱得不成樣子，淚水止不住地往

下流，手還在不停地發抖。我沒有問

為什麼不找她的老公，也沒有問發生

了什麼，我試圖跟她聊一些輕鬆的生

活話題來轉移她的注意力，讓她稍微

地冷靜下來。

等我們到了精神病醫院，把所有

隨身物品交給保安寄存，然後填表

拿號，之後就被領到了一個密閉的

大廳裡等待叫號。直到護士來把我

們領走，她在回答護士的問題時又一

次崩潰，她覺得自己有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涉及隱私，在此不詳細敘述）

，想要一死了之。初步的了解之後，

我們又被護士帶回了原來的大廳，等

待醫生的問診。而跟護士的對話給我

打開了一個切入點，讓我開始以詢問

的方式，讓她慢慢地把整個事情跟我

生活中的喜悅與苦惱

，而是從根源上幫她拾起對自己的信

心。等醫生來的時候，她已經能完整

敘述自己的事情，原本她想讓醫生安

排個床位住院幾天，但是這個醫院已

經沒有多餘的床位了。醫生問我可否

把她帶回我家住一晚，但是她堅持回

家。我看她的狀態已經穩定，就把她

送回去了。

雖然那天晚上把我的朋友從崩潰

狀態救了回來，我卻一點都不輕鬆。

也許是看到了世事的無常，也許是在

等待的時候，看到別的精神病人有過

動自殘的，有了無生氣的，我覺得人

生怎麼可以這麼苦，有千百種苦。那

麼我們如何面對這千百種苦，如何從

中解脫出來呢？我想到吉祥尊者所說

的，「訓練你的心！開發心的力量，

心沒有力量，幫不了自己，也幫不了

眾生。」其實那天，以及之後的幾

天，我都站在一個支持者的位置，

幫助我的朋友，了解事實的真相，不

受他人用心理手段操縱誤導，重拾自

己心的力量。當她對自己有了信心，

那處理眼前的事就不是難事。如何訓

練我們的心呢？禪修！佛陀說「如實

知見」，以智慧如實去看到人事物的

真相，照見五蘊皆空。當照見了，就

什麼苦也沒有了。當我們深信因果，

了知(照見)輪迴，我們也不會動念自

殺，因為一死了之，並不能從痛苦中

解脫出來，反而會因為帶著巨大的怨

念往生，而把自己推向更苦的深淵。

不訓練我們的心，無法照見真相，我

們就把自我放得無限大，大得像天空

一樣，那隨便誰往天上一射，就會射

中我們，讓我們痛苦。而如果我們通

過訓練，把自我放小，像靶子一樣

小，那麼極少有人能傷害到我們。當

我們遇到事情時，真能(達到)如實知

見，照見五蘊皆空，並沒有一個真實

的自我，(達到無我的狀態)那麼沒有

靶子，代表痛苦的箭，怎麼射都不會

擊中我們，我們也就徹底脫離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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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泡參中號4oz
0168-M4

大號泡參4oz
0111-4

中號泡參4oz
0112-4

中小號泡參4oz
0113-4

更多優惠訊息請洽各經銷商及超市

許氏創辦人 許忠政
攝於許氏威州花旗參農場

許氏45週年慶豐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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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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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Money MarketBusiness & Personal Accounts 

ROCKET 88  

 

Tier 1 $0 to $24,999.99              0.28%*APY 

Tier 2 $25,000 to $99,999.99    0.88% APY 

Tier 3 $100,000 and above       2.18% APY  

 

 

 

 

 

 
 

Account Details 
• $5,000 minimum opening deposit required
• Maintain a $5,000 minimum daily balance to 

avoid the $20.00 monthly maintenance fee
• ** We impose a per withdrawal fee of $10.00 

for withdrawals in excess of six (6) per 
statement cycle.

• We impose a fee of $0.35 per deposited item in 
over 50 in a statement cycle.  

Note: Rates are guaranteed for 6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the account was opened.  Valid only at Houston 
location.  

 
Houston Loan and Deposit Production Office 

Contact: Bernie Parnell
832.802.0900

14090 Southwest Freeway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FREE ATM transactions (nonproprietary 
ATMs within the U.S.) 

 Sign up for FREE E-statements (monthly 
paper statement fee $5.00)  

 Internet banking with bill pay  

Special rate is subject to discontinue at any time. The APYs are accurate as of April 1, 2019. The minimum balance to open of these Money Market rates is $5,000. The 
APYs vary with the balance: the APY on balances of $0 to $24,999.99 is 0.2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25,000.00 to $99,999.99 is 0.8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100,000.00 and above is 2.18%. FDIC standard deposit insurance coverage limit is $250,000.00 per depositor, per FDIC- insured bank, per ownership 
category. **Transfers/withdrawals: any transfer of funds that is initiated by pre-authorized or automatic transfer, or telephone (including data transmission) 
agreement, order or instruction or by check, draft, debit card or similar order (including Point of Sale transactions), made by the depositor and payable to third parties. 
Transfers and withdrawals made in person, by messenger, by mail or at an ATM are unlimited, but will be subject to excessive withdrawal charges.  
*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www.OneWorldBank.com

一直以來，您為家人著想。您傳承舊傳統，同時也為家人建立新價值。您是

否想過，您最希望留給後代子孫什麼呢？

Dignity Memorial®是業界規模最大且最 值得信賴的殯葬與墓園服務公司。
不論您的 信仰與傳統為何，我們遍及全美的專業顧問 都將盡力協助您做
好生前規劃。Dignity Memorial為您留下希望一輩子的珍貴回 憶與價值。

DignityHoustonChinese.com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傳統   傳承   對家人無止盡的付出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HOUSTON

281-497-2210

星期六 2019年5月18日 Saturday, May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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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百利失去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星期六 2019年5月18日 Saturday, May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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