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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來自台灣台東的中華少棒代表隊本月2日上午在德州拉雷多市參加小馬聯盟野馬級世界盃少棒
賽比賽，第一場與代表加勒比海地區的多明尼加比賽，強棒盡出，以19比0大勝，第五局提前結束。 到場加油
的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理家彥夫婦、施組長建志、休士頓僑教中心陳主任奕芬，以及蔡裕芬、黃莉玲、Mark
Tung、Kevin Yang夫婦等當地僑胞及隨隊家長們均歡欣鼓舞，並向該隊致賀，勉勵再接再勵，為國爭光。 聖安
東尼奧及奧斯丁等地僑胞在接獲我中華少棒代表隊及來自桃園的中華青棒代表隊分別於7月31日及8月1日抵聖
安東尼奧機場，參加小馬聯盟野馬級世界盃少棒賽及帕馬級世界盃青棒賽的消息後，紛紛主動偕駐處同仁到機
場接機，並細心準備可口家鄉口味便當等美食供兩球隊享用，另拉雷多當地僑胞也主動提供許多協助，僑胞們
的熱情照料，令球員們備感溫馨，努力奮戰。 去年奪得世界盃青棒冠軍的中華青棒代表隊預定今（3)日上午9
時首戰美國西區或美國北區的獲勝晉級隊，預計將有來自聖安東尼奧、拉雷多、奧斯丁及休士頓的僑胞到場加
油。中華少棒代表隊則將於3日下午7時30分遭遇美國西區或地主隊拉雷多隊的獲勝晉級隊伍。 詳細的賽程及
比賽地點等資訊可至小馬聯盟官網 www.pony.org 查詢。

中華少棒參加小馬聯盟世界盃比賽強棒出擊旗開得勝

（本報訊）中國國民黨第二十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中
華民國108年7月28日在台北隆重舉行，會中正式通過提名韓國瑜
同志為中國國民黨第15任總統候選人。我們以無比雀躍的心情，
整裝待發，期待翻轉高雄的氣勢，再次沸騰，同胞的熱情，再次
激越。我們也堅信 「全力拼經濟，國家安全，人民有錢」的理念
，必將再度掀起浪潮，再度獲得選民的支持與青睞。

韓國瑜同志庶民出身，苦民所苦，最接地氣，最能體察基層
民眾及青年的心聲，也最有能力解決基層民眾和青年的問題。他
個性率直，行事認真，面對問題，勇於承擔；富正義感，有恢宏
的氣魄，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富悲天憫人的心懷，用愛與包容，
融合社會，感動人心；富群眾魅力，一呼百應，深得人民信賴；
富愛國心，簡樸自勵，愛鄉愛民，強力捍衛中華民國。對於這麼
一位有能力，有才德，有抱負，有魄力，有遠見，有智慧，有國
際視野的總統候選人，當然是我們唯一的支持者，唯一的希望所
寄。

語云： 「百川奔流，會歸於海」，韓國瑜同志已正式成為中
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為了勝選，我們必須團結一心，拋棄一
切個人的恩怨得失，放下選前的種種糾結，為本黨的前途，為國
家的未來，發揮沛然莫禦的力量，吹響雄壯的號角，舉起挺韓的
雙手，奮勇前進。同時我們也殷切期望韓國瑜同志在最短時間內
，凝聚共識，結合一切可結合的力量，建立全方位的競選團隊，
提出大格局的國政方針及實際有效的富國利民政策，讓人民有感
，有願景，有希望，有前途，以爭取選民的支持與認同。

本部及各支分部將於近期內聯合僑社在全美各地分別成立
「韓國瑜後援會」，集中力量，全力衝刺，作為韓國瑜同志最堅

強的後盾。當此國脈民命，繫於一髮，存亡絕續，決於俄頃的緊
要關頭，我們在此鄭重籲請所有有投票權的朋友，務必排除萬難
，於明年1月11日返台投票，支持韓國瑜勝選，拉民進黨下架，讓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讓中華民國的光芒永
昭日月，讓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永遠飄揚，讓台灣安定繁榮，人民有錢，全民都享有美好幸福的生活。盍可勉
之。

中國國民黨駐美國總支部宣言
全力支持中國國民黨總統後選人韓國瑜同志

糖 類/營 養/平 衡/
預防
楊培英博士
光鹽健康園地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STV 15.3 週 二 (8
月 6 日)晚 7:30 播
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播

糖與癌症的關係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播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處長夫婦與首戰大勝的中華少棒代表隊合影陳處長夫婦與首戰大勝的中華少棒代表隊合影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處長夫婦偕僑胞為中華少棒代表隊加油陳處長夫婦偕僑胞為中華少棒代表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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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僅人口結構產生變
化﹐不友善的移民政策更阻斷引
進人才新血輪﹒在全球化趨勢
下﹐全世界都在搶人才﹐新加坡
政府甚至建置獵人頭機制﹐到全
世界尋找最需要的技術人才﹐他
們懂得以更多的彈性和空間﹐化
劣勢為優勢﹒如同新加坡缺水﹐
卻把節水產業買斷﹐並發展出
「New Water」做為品牌行銷到全
球﹐不但解決國家問題﹐也成為
節水技術輸出國﹒

新加坡深諳人才對國家發
展的重要﹐移民政策非常友善﹐
並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所需要的
人才移民到新加坡﹐也因此外來
移民的比例非常高﹒

相對之下﹐台灣的移民法對
外來人才既不友善﹐還處處設
限﹒我離開台北縣後﹐有次在演
講場合﹐遇到一位馬來西亞籍的
高階主管﹒他告訴我﹐他是一家
公司的總經理﹐也是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博士﹐但台灣政府規定他
每年去醫療機構抽血﹐檢驗證明
沒有愛滋病﹐才能繼續居留工
作﹐讓他深深覺得受到侮辱﹒

移民法的基本精神﹐說穿了
是防弊﹐防止外國人來搶本地人
工作﹐卻把白領人才也隔絕在
外﹒整體社會氛圍更充滿敵意﹐
媒體常常刻意揭露「肥貓」﹐形容
某些人薪資過高或高於一般人
可以想像的水平﹒但要引入國
際人才﹐就要提供優厚的薪資﹐
即使他一年拿三百萬元台幣﹐若
可以為產業﹑為國家製造三億元
利潤﹐當然是世界各國爭相搶奪
的人才﹐刻意以「肥貓」來形容﹐
是大鍋飯主義下的假平等﹒

很多高階人才因為不願背
負「肥貓」罪名﹐不過五十餘歲就
選擇退休﹐轉往國外服務﹒表面
看來是他個人的損失﹐但他帶走
腦袋﹑經驗和資金﹐甚至是整個
家庭﹒放大來看﹐其實是國家的
損失﹐我們的國力也因此慢慢衰
退﹒

我們的國籍法對外國人採

單一國籍﹐更是將有心落戶的人
才往外推﹒在內政部時﹐有很多
台大的外籍同事去部內看我﹐同
時跟我陳情﹐這些從美國來的優
秀人才﹐在學校教一輩子的書﹐
領的薪水跟美國相較相當微薄﹐
仍甘之如飴﹐臨到退休前才發現
因為沒有中華民國國籍﹐退休金
只能一次領﹐無法領月退﹒

按照制度﹐他們必須先歸化
入籍中華民國﹐取得國籍後才能
享有領月退的權利﹒這些教授
都是從美國來台工作二﹑三十年
的高級知識份子﹐培育人才同時
依法繳稅﹐對國家的貢獻和你我
一樣﹐卻在為台灣奉獻一生的才
智和心力後﹐在臨退休前面臨這
麼大的難題﹒

即使外表和我們不同﹐他們
的內在卻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
在邁入老年之際愕然驚覺﹐遙遠
的美國已經回不去﹐但以退休金
一次領的額度﹐又無法在台灣安
養天年﹒

了解他們的故事後﹐我的內
心為之翻騰不已﹐不斷自問﹕這
樣僵化的法令﹐到底造福了誰﹖
移民法是移民署執掌﹐國籍法是
民政司主管﹐看起來都是內政
部﹐但這些攸關國家最基本精神
的法令﹐我們沒有權利去修改﹒

以現行的移民法和國籍法﹐
台灣沒有任何有利條件吸引全
球人才﹒舉例來說﹐台大若要找
一位諾貝爾得主來台灣授課﹐立
即遭遇的阻力是﹐和其他國家相
比﹐所能提供的薪資過低﹐其次
是退休沒有任何保障﹒

於是﹐我向行政院提議﹐國
家應該認真思考承認雙重國籍
的可行性﹐但最後只得到「慎重
考慮」四個字﹐至今仍沒有下文﹒
讓人民有感的第一步

即使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科技進入雲端時代﹐台灣
很多法規卻仍停留在五○年
代﹒到內政部工作後﹐第一次到
移民署視察﹐我就直接了當說﹐
我要的是友善的移民政策﹒我

請每位官員蒐
集主管範圍內
的表格﹐回去後
從頭到尾自己
填一遍﹐他們發
現要滿足表格
需求﹐簡直是痛
不欲生﹐因為欄
目細瑣又複雜﹐
很多不必要的
項目都應該刪
除﹐讓表格更簡
單化﹑友善化﹒

我 告 訴 他
們﹐法令我來突
破﹐但技術請你
們負責﹒在我
看來﹐很多個人
資料都在國家
的雲端資料庫﹐
如過去申請正
式文件時﹐要檢
附戶口謄本﹐證
明自己和同戶
人口身分﹒明明公務單位上雲
端資料庫就可以輕鬆確認﹐為何
要民眾花時間做無意義的事﹖
如果將每個人在公務機關申請
文件流程時﹐所耗費的時間換算
成人力成本﹐就知道這類細瑣繁
雜的小事﹐浪費國家多少有效人
力資源﹒

大從人口政策﹑移民政策﹐
小到這些大家習以為常﹐看似無
關緊要的芝麻小事﹐都和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只要重新檢視﹐自
然可以做出讓人民有感的政策﹒

當政府不斷提出數據證明
政績﹐仍無法引起人民共鳴﹐我
認為要「有感」的第一步﹐即檢討
現行法令規範和人民權利義務
關係﹐隨著時代和工具的改變﹐
進行調整和因應﹒

因為有這樣的體會﹐我在內
政部期間開始著手改變﹐既然已
經有地理資訊圖資雲以及戶籍
資料庫﹐民眾洽公﹐沒有必要就
不需要戶籍謄本﹑地籍證明等
等﹐盡量做到少紙化﹑簡單化﹒

這些都是人口政策的一環﹐但我
們只能從技術面改善﹐法令規範
的改進顯然遠遠不足﹒

因為今日的台灣﹐不僅無法
吸引外來人才﹐對本地人才外流
更是漠視﹒世界已經是國際村
概念﹐人才市場更是開放﹐造成
過去十幾年來﹐台灣培養出來的
高階人才不斷外流﹐流動到讓他
們得以發揮的舞台和國家﹒

追根究柢﹐都是因為台灣長
期低薪﹐加上不友善的法規和制
度﹐讓人覺得焦慮﹒
前進東南亞最好的人才庫

這些國家培育出來的優秀
人才﹐帶著專業和技術走了﹐將
在台灣所學貢獻給其他國家﹐更
不用說他們若選擇在台灣打拚﹐
可能創造出的產值和就業機會
也隨之消失﹒不論怎麼算﹐台灣
都是大輸家﹐不但大批本地人才
被挖走﹐國外人才也進不來﹐惡
性循環下﹐整體表現自然一直劣
化﹒

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下﹐我

們也沒有好好利用既有人才資
源﹒當世界焦點從歐美逐漸轉
移到亞洲﹐當亞洲的聚光燈從中
國擴散到東南亞﹐台灣新族群—
人數將近五十萬的新住民和他
們孕育出的三十萬子女﹐理當是
台灣前進東南亞時所需的最好
人才庫﹒

二○○五年﹐我到台北縣服
務﹐請教育局統計全台北縣有多
少小朋友來自新住民家庭﹐教育
局給我的數字是八分之一﹒我
請他們分析這些孩子的學習成
就﹐最高的是一般小朋友﹐新住
民略低﹐原住民背景的孩子較為
落後﹒

還記得當時教育局提供另
外一個數字﹐全台北縣三百多所
中小學﹐一年共有四百多個中輟
生﹒我跟教育局長說﹐八分之一
的小朋友若在入學後沒有好好
教﹐最後可能造成幾千﹑甚至幾
萬個中輟生﹐屆時國家要花多少
社會成本﹐來面對所產生的後遺
症﹖

從我所取得的資料中﹐可以
發現他們的家庭經濟多處於弱
勢﹐新住民媽媽的平均教育水平
是國中﹐一大半幾乎不會說國
語﹐在台灣很難找到工作﹒更糟
的是﹐這些所謂新台灣之子們在
學校普遍不願意提到媽媽﹐甚而
以媽媽為恥﹐這讓媽媽們如何教
小孩﹖在如此不友善的環境﹐媽
媽們又要如何培養出人格健全
的小朋友﹖

我要求協助新台灣之子融
入學校﹐最終讓新住民媽媽可以
安身立命﹒但首先碰到的問題
是「沒錢」﹐縣府的預算沒科目就
沒經費﹐整個計畫只能暫緩﹒

那一年農曆年﹐麗寶集團董
事長吳寶田到我的老家泰山拜
年﹐聊天時他談到一年捐給台北
縣五百萬元﹐我問他捐錢做什
麼﹖他說﹐補助縣政府辦活動﹑
放煙火﹒我抓住機會繼續問﹐你
一年最多可以捐多少﹖一千萬
元﹐他說﹒

我聽到了﹒

12 當老松國小只剩六百多人（二）
移民法阻斷新血輪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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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
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蔡筑妃、組長林楚軒、沈
于暄、吳岱蓉、林柏廷、黃珮瑜、宋侑芩、江奕增在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陪同下，於7月27日參訪華美中
醫學院、休士頓客家會，受到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
平、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汪幹雄及鄉親們的熱烈歡迎，
並與休士頓客家會鄉親們一起享用午餐。

汪幹雄會長介紹休士頓客家會，會內鍾敬堯成功
企業家與華美中醫學院梁慎平院長應邀分享海外求學
到創業成功的心路歷程，並安排問與答，現場熱烈互
動。與會人士聆聽梁慎平院長介紹華美中醫學院現況
及未來展望後，來自成功大學的沈于暄與中興大學的
黃珮瑜表示，敬佩梁慎平院長把中醫推廣到美國，和
德州各大醫院合作並立案依法頒授碩士學位，同時也
被臺灣教育部認可，還有梁世東校長，目前是全球中醫協會最年輕的評委，是臺灣人的驕傲。

鍾敬堯，1965年台大畢業留美，第一份工作是通用汽車的研究單位做聲響學工業研究，更是他
創意發明的開始，現今汽車、飛機等仍在使用鍾敬堯的發明，得獎無數。之後鍾敬堯先生經商研發
春捲成立鍾氏食品與AVS產業。鍾敬堯成功企業家鼓勵學員敢於嘗試，不畏艱險，不放棄堅持。來
自交通大學的林柏廷提問，對於華人如何管理各種族羣？鍾敬堯回答打破舊思維，和國際接軌深入
不同文化，團隊合作很重要，管理各種族群用心經營，以德服人。

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
參訪華美中醫學院、休士頓客家會廣受歡迎

鍾敬堯成功企業家鼓勵學員敢於嘗試鍾敬堯成功企業家鼓勵學員敢於嘗試，，不不
畏艱險畏艱險，，不放棄堅持不放棄堅持。（。（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院長梁慎平院長梁慎平（（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前排左四前排左四））和和20192019年八位臺灣青年們參觀訪年八位臺灣青年們參觀訪
問華美中醫學院問華美中醫學院。（。（陳貴英攝影陳貴英攝影，，記者黃麗珊文記者黃麗珊文））

2019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們在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陪同下與汪幹雄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們在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陪同下與汪幹雄
會長夫婦會長夫婦、、梁慎平院長梁慎平院長，，鍾敬堯成功企業家鍾敬堯成功企業家，，賴江椿賴江椿、、詹煥彩等客家鄉親們歡聚一堂詹煥彩等客家鄉親們歡聚一堂。（。（陳貴陳貴
英攝影英攝影，，記者黃麗珊文記者黃麗珊文））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於今年夏天啟
動 {台大有約} 演講系列，邀請在地
校友和僑界成功人士分享你所不知道
的休士頓故事與經驗傳承。

8 月首波主打講題：亞洲移民心
路歷程

演講者：Anne Chao, Ph.D., Rice
University Adjunct Lecturer

時間：8/10/2019 2-4 pm
地點：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活動全程免費，無需報名，並附

有精美點心，歡迎闔家同遊。
簡介：19世紀淘金熱開始，先驅

者的創業精神，開啟了亞洲移民熱潮
，也推進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多
元性。

今日的休士頓，不僅是能源重鎮
、太空城市、運動之都、醫學中心，
更是亞洲移民拚手胝足共同創建的血
汗結晶。

早年的亞洲移民、今日的亞裔美
國人，是這段歷史的最佳見證人和代
言人。在教授 Dr. Anne Chao 的推動

下，休士頓亞裔美
國 人 檔 案 館
（HAAA） 於 過 去
十年間收錄統整了
亞裔美國人珍貴的
口述歷史，該研究
項目陸續於 2016 和
2017 年獲獎，並受
訪逾200次。

Dr. Anne Chao目前是萊斯大學休
士頓亞裔美國人檔案館（HAAA）的
經理，研究亞裔美國人到休士頓的移

民經歷。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有幸請到萊斯

大學教授 Dr. Anne Chao 分享亞洲華
人移民的心路歷程，本演講將集結亞

洲移民的故事精華並探討當代的移民
政策。今年夏天，歡迎加入Dr. Anne
Chao的回溯之旅，一起探索休士頓的
古往今來!

台大有約 亞洲移民心路歷程

（綜合報導）很多生活在德州的
華人，對於州政府所提供的醫療計劃
– Medicaid(白卡)或 CHIP有很多不同
的疑問。 Medicaid(白卡)或CHIP主要
是提供健康保險給低收入的家庭。有

些是針對年長者，成人或是小孩的。
這次講座，講員將介紹不同的Medic-
aid(白卡) 計劃及申請人的資格條件是
那些。另外，也有其中一部份華人是
居住在 Harris County(哈里斯縣)。哈

里斯縣的政府也為部份低收入的人仕
提供醫療補助計劃-Harris Health's Fi-
nancial Assistance Program (金卡)：這
次的講座邀請了有多年資歷和政府認
證的保險導航員古雨女士為大家講解

，誰符合申請資格及需要提供什麼資
料。

古雨女士在光鹽社負責健康保險
的項目。她是奧巴馬健保諮詢員，德
州Medicaid(白卡)/CHIP保險導航員。

有 疑 問 歡 迎 聯 繫 我 們 ：
713-988-4724

光鹽社8月3日健康講座通知 結合社區資源，服務華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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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聯盟亞太聯盟(APAPA)(APAPA)休士頓分會休士頓分會
第三屆暑期大學生政府實習計畫第三屆暑期大學生政府實習計畫

結業頒獎典禮結業頒獎典禮
亞太聯盟是一個美國民間群眾團體,是

501(C)(3)非營利組織. 該機構為了提高亞裔的
社會地位及公民素質,幫助亞裔普及公民選舉
,提升議政的意識與能力,鼓勵青年人積極參
與公共事務為社區服務.進而能鼓勵亞裔菁英
參與選舉成為政要,為亞太裔民眾發聲.

休士頓分會(APAPA-HTC) 自2017年開創
至今,認真致力於培養青年的公民領導力.本
年度APAPA大學生暑期實習計畫目前已順利
結束.今年錄取了七位大學在校生.他們進入
休士頓地區的美國國會議員辦公室,德州議員
辦公室,休市頓市議員辦公室,福遍郡法官及
其他政府公職單位實習政務八周. 這項計畫
培訓年輕亞裔優秀人才實際經歷政府機構的
運作流程,提升其領導統御能力,拓展視野,並
獲得公共事務的經驗.

7月27號在TCC舉行2019年度政府實習

生結業典禮並發放助學金給7位實習.典禮當
天邀請到福遍郡最高法官KP George頒獎並
做主題演講.其他到場與會的嘉賓有聯邦眾議
員Pete Olson的代表,市議員Steve Le的代表,
市議員Amanda Edwards的代表, 福遍郡第三
法院法官Juli Mathew 以及實習生的親友們,
場面隆重.APAPA-HTC 的創會會長張懷平介
紹,今年的七位實習生都獲的政府官員們很高
的評價.實習學生們也上台分享了這次見習的
感想與感謝.

APAPA這項暑期實習計畫,其報名資格包
括:年齡18歲以上的亞太裔青年,必須是美國
公民,必須是休士頓地區的居民,必須就讀於
四年制的大學或研究院, 申請表格可於每年
二月至三月電郵至 apapa.houston@gmail.
com索取.更多信息可查閱APAPA網站:www.
apapa.org. 20192019 APAPAAPAPA 77 位實習生位實習生

頒獎頒獎----由法官由法官KP George,APAPAKP George,APAPA
President Q ImamPresident Q Imam 頒獎給實習生頒獎給實習生

AMBER SAWANI.AMBER SAWANI.

主題演講主題演講- Fort Bend- Fort Bend郡法官郡法官KP GeorgeKP George

主題演講主題演講- Fort Bend- Fort Bend郡法官郡法官KP GeorgeKP George

政府官員政府官員,,議員代表議員代表,APAPA,APAPA主管與實習生合照主管與實習生合照

實習生實習生Helmmy ChiangHelmmy Chiang 領獎領獎,, 後與國會議員後與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之之
助理助理Amber MurrayAmber Murray及父母合影及父母合影..

實習生實習生Akane MishimaAkane Mishima致詞感謝致詞感謝..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 第三法院法官第三法院法官Juli MathewJuli Mathew致詞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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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這個周末古董大甩賣，$1 起價，各種
瓷器、家具、玉器、字畫，快來撿漏，手快有手慢無！ 8月3、
4號早上九點開門，先到先得 ！

本周末古董大甩賣本周末古董大甩賣，， 一元起拍一元起拍，，
快去撿漏快去撿漏，，手快有手慢無手快有手慢無！！

休斯頓古董拍賣行
地址: 9931好運大道， #13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89-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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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八月份移民排
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卡持有
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期，可以
同時遞交 I-130（親屬移民申請） 和
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情形幾年
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9月份是否會持
續這個排期情況。

一般而言，美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
己的外籍配偶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一步
（I-130），等移民排期排到後才能遞交
綠卡申請的第二步。但是在今年8月份，
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
兩步同時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一：
在遞交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時，
可以遞交工作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一旦
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主工作。
而一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國不再需要申
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I-485 （調整
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偶可以不繼續維
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份。

美國移民法為了防止申請人通過假結
婚取得美國綠卡，對於婚姻綠卡的申請有
很具體的規定。婚姻綠卡與職業移民的綠
卡相比，需準備的文件更多，需註意的問
題更復雜。

申請方主要需要準備的文件有：美國
綠卡，結婚證，以前的離婚證明。申請人
和被申請人一定要真實的列出以前所有的
婚姻，並提供過去每一次婚姻結束的證明
。發生在美國境外的婚姻也無一例外，需
要一一列出。

被申請方主要需要準備的文件有：以
前的離婚證明，護照復印件，出生公證，
無犯罪記錄。

申請人還需要提供可證明婚姻關系真
實的證明，主要是指夫妻聯名的重要法律
文件。如:聯合報稅表，共同的銀行賬戶，
車輛保險，受益人為配偶的人壽保險，健
康保險，車的所有權證明，房屋所有權證
明，共同貸款證明，租房證明，水電費單
， 電話單，酒店賬單，信用卡，買家具收
據，不同背景的合照，信件等。申請人所
提供的所有文件必須是真實的。一旦有任
何虛假，申請人將面臨嚴重的刑事法律責
任。

為了證明被申請人不會成為美國的負
擔，申請方還需要提供經濟擔保書（Affi-
davits of Support）。經濟擔保書（Affi-
davits of Support）由擔保人為被擔保的
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該移民申請人不會
成為美國社會的經濟負擔（如申請聯邦政
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福利）。如果被
擔保人向政府申請福利，政府有權向擔保
人要求補償。通常擔保人必須證明有貧困
線125%以上的收入。如果擔保人的收入
不夠，可以有其他有美國公民或美國綠卡
身份的人提供共同擔保。

擔保人需提供過去一年的稅表，W2,

工作證明，最近６個月的工資單。經濟擔
保人的責任在以下條件下解除：被擔保人
成為美國公民；被擔保人在美國工作時間
達到四十個季度；被擔保人永遠的離開美
國；被擔保人去世。

面談是取得綠卡關鍵的一步。 通過
婚姻申請的綠卡必須通過面談。面談時移
民官將從各個方面考量婚姻關系的真實性
，提出的問題包羅萬象。主要包括，夫妻
雙方認識的過程，是否有介紹人，是否有
訂婚，婚禮，蜜月，雙方的生活習慣，雙
方親友的情況，家庭環境，甚至具體到夫
妻生活等非常私密的話題。如果婚姻關系
不是真實的，很難順利地通過面談。

根據最高法院2013年6月26日的判
決， 同性婚姻目前可以作為申請綠卡的理
由。由於移民法是聯邦法，在認可同性婚
姻的州結婚的同性伴侶，即使住在不認可
同性婚姻的州，只要能證明婚姻是真實的,
也可以享受移民權益。我所已經為數十對
同性婚姻的伴侶成功申請美國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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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美國綠卡配偶移民不用等排期八月美國綠卡配偶移民不用等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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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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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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國際區休士頓國際區、、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貿易中心（（ITCITC））
為李強民總領事離任歡送會為李強民總領事離任歡送會 （（下下））

圖為外賓出席圖為外賓出席ITCITC 主席李蔚華先生主席李蔚華先生（（左一左一））為李強民總領事為李強民總領事（（中中））
所辦的離任歡送會所辦的離任歡送會。（。（左二起左二起 ））Gail Stolzenburg,(Author/ Coach ),Gail Stolzenburg,(Author/ Coach ),

Adrian Zangirolami (ave mark Financial ), Moises SolisAdrian Zangirolami (ave mark Financial ), Moises Solis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李蔚華董事長（左 ）朱
勤勤社長（右）贈送李強民總領事（中 ）德

州牛仔帽後合影。

圖為圖為 「「千賣汽車修配廠千賣汽車修配廠」」 東主王超文東主王超文
（（左左））與李強民總領事與李強民總領事（（右右））在歡在歡

送會上合影送會上合影。。

美南藝術中心董革老師美南藝術中心董革老師（（右右 ））也趕來也趕來
為李大使為李大使（（左左 ））送行送行。。

（（左起左起））畫家李曼畫家李曼、、電影演員胡暢電影演員胡暢，，
Mary LiMary Li 與李強民總領事與李強民總領事（（左二左二 ））合合

影影。。

藝術家董革藝術家董革（（中中 ））與歡送會主人李與歡送會主人李
蔚華蔚華（（右右））朱勤勤朱勤勤（（左左 ））夫婦合影夫婦合影

。。

李強民大使李強民大使（（右三右三））與中外嘉賓合影與中外嘉賓合影。。
（（右右 ））為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為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右右

二二 ））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右一右一 ）。）。

圖為國際著名建築師圖為國際著名建築師 「「世大建設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負責人李兆
瓊先生瓊先生（（左左））與與ITCITC 共同主席共同主席Mr. JimMr. Jim

Noteware (Noteware (中中））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李強民總領事李強民總領事（（右二右二））與與ITCITC 主席李蔚華主席李蔚華，，
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前排左三前排左三，，左二左二））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 代表代表 「「公關經理公關經理」」 JenniferJennifer 周周
（（右右 ））及及 「「市場部市場部」」 助理副總裁劉妍助理副總裁劉妍（（左左

））出席大會出席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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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特別推出王朝旅遊特別推出【【新馬泰新馬泰】】悠閒悠閒1111日遊日遊
只要只要$$199199//人起人起，，還有買一送一還有買一送一！！

（本報記者秦鴻鈞 ）您即將過65歲生日了嗎
? 恭喜您! 您將進入另一個新的人生! 享受政府給予
銀髮族更多、更貼心的優惠和照顧。從此，不論您
有病、沒病，您不用每個月再付鉅額的健康保費，
您只需再買一個Supplement ,即可享受政府給予您
的無限福利，這些經驗只有真正生過一場大病的人
才能深切體會到。我們何其有幸生活在美國，在國
內可能要傾家盪產的醫療費用，美國銀髮族貼心的
醫療計劃，您只要買對了，絕對讓您轉危為安，保
住您的資產，讓您安享晚年。

以最佳服務精神見長的Medicare 有執照保險

經紀人梁家倩（Melinda Liang ),以認真、仔細、耐
心，針對個人不同的需求，幫大家設定最合適您的
醫療保險計劃和福利。你知道Medicare 只適用銀
髮族嗎? 你知道傷殘人士或特殊情況也可申請嗎 ?
醫療保險分成part A,B,C 和D, 它們之間有何區別嗎
? 什麼是醫療保險Supplement ? 什麼是Advantage
? 那一種醫療保險對我最有利 ? 不同的醫療保險，
各需付多少錢 ?

以上的醫療保險困惑，您都能在梁家倩這裡找
到答案。梁家倩不像有些保險經紀人，只賣你保險
即可。她非常有耐心為老人家作更多服務。包括免

費諮詢，並按您個人需求，幫您選最適合您的老人
醫療保險計劃和福利。每一位跟她買過保險的銀髮
族都對她的服務品質和精神讚譽有加。更有老人家
從去年十月在恆豐銀行聽了梁家倩的演講後追隨她
至今，經常向她詢問，梁家倩總是不厭其煩，詳加
解說，她的服務精神感動他們，有的已向別人買了
保險，都轉到梁家倩這裡來了，可見銀髮族醫療保
險 「服務」 的品質勝過一切!

梁家倩還代理聯邦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及年
金，歡迎隨時來電詢問。電話：832-382-4452

一次性玩轉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三個國家，全程入住當地星
級酒店。11天的行程，景點豐富，
充分感受東南亞風情：必去新加坡
的魚尾獅、聖淘沙和烏節路，在馬
六甲看鄭和下西洋的紀念場所，在
吉隆坡欣賞粉紅清真寺、國家皇宮
和雙子塔，去曼谷拜“有求必應”
四面佛，欣賞人妖秀，在芭提雅看 大象表演，各種時令熱帶水果無限

吃，去格蘭島玩各種水上活動……

如此精彩紛呈的行程活動，你
心動了嗎？更令人心動的是團費只

要$199/人起！現在更有買一送一大
優惠，平價到簡直令人不可置信！

具體行程如下：
DAY 1 抵達新加坡

DAY 2 新加坡 （早/晚餐）
DAY 3 新加坡/馬六甲 （早/晚餐）
DAY 4 馬六甲/吉隆坡 （早/午/晚

餐）
DAY 5 吉隆坡/雲頂/吉隆坡 （早/

午餐）

DAY 6 吉隆坡/曼谷 （早餐）
DAY 7 曼谷/芭提雅 （早/午/晚餐

）
DAY 8 芭提雅 （早/午/晚餐）

DAY 9 芭提雅/曼谷 （早/午/晚餐
）

DAY 10 曼谷 （早/午餐）
DAY 11 曼谷/送機 （早餐）

出發日期：
2019年8月-2020年3月間，週

六抵達開團
另有【泰新馬】三國全景10日

遊，先抵達曼谷，最後從吉隆坡送
機，同樣是$199/人起，買一送一！

詳情請聯繫王朝旅遊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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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髮族如何選擇最適合您的醫療保險銀髮族如何選擇最適合您的醫療保險??
梁家倩幫您設定醫療保險計劃和福利梁家倩幫您設定醫療保險計劃和福利

（（本報訊本報訊））恆豐銀行每年舉辦房屋貸款講恆豐銀行每年舉辦房屋貸款講
座座..，，我們將於八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半至我們將於八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半至 十十
二點半在十二樓舉辦房屋貸款的專題講座二點半在十二樓舉辦房屋貸款的專題講座。。
貸款有関特別注意事項貸款有関特別注意事項：：
11.. 新移民新移民，，特殊身份特殊身份(H(H11B,LB,L11,E,E11......以及政治庀以及政治庀
護護))及外國人的貸款條件及外國人的貸款條件。。

22.. 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買房或降息買房或降息//抵押重新抵押重新
貸款貸款））
33.. 如何申請到最低利息及最好的貸款如何申請到最低利息及最好的貸款。。
44.. 如何提供貸必要文件才可以順利的申請到房如何提供貸必要文件才可以順利的申請到房
屋貸屋貸。。
55.. 新的年度新的年度，，新的市場新的市場，，新的政策新的政策，，因個人的因個人的

需求而有不同的貸款方需求而有不同的貸款方 式式。。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
潤為大家講解說明潤為大家講解說明，，高德潤女高德潤女 士有豐富的貸款士有豐富的貸款
經驗服務熱誠又有耐心經驗服務熱誠又有耐心，，深受大家好評深受大家好評
地 址地 址 ：： 9999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 TBellaire Blvd.Houston TX,X,7703677036，，
Jennifer Liu Tel:Jennifer Liu Tel:713713--596596--28122812

歡迎舊雨新知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踴躍參加，，無需報名無需報名，，無需費無需費
用用，，將會提供現場問答將會提供現場問答，，會後備會後備 有茶點招待及有茶點招待及
主講人備有抽獎助興主講人備有抽獎助興。。
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機會難得請勿錯過機會難得請勿錯過!!

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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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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我－不再愚昧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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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命運改變

我在中國大陸出生，幾個月大時，父

母因逃難把我留在中國，從此我由養父母

帶大。養母拜菩薩，我也跟著拜；其實拜

的是甚麼，根本不清楚。長大後，一直認

為自己命不好，否則父母不會把我留下，

不帶我到香港與他們一起生活。我經常埋

怨父母，終日沉迷拜偶像、唸經、算命、

排八字等。我認為只要多唸經、修行、積

功德，將來命運定會好轉，以為自己已找

到生命的答案。

生命感迷惘

到美國後，一次偶然機會朋友送我一

本聖經，我看也不看，覺得這書那麼厚正

好用來墊東西。朋友跟我講聖經道理，我

認為他們是傻瓜。心想，我從來不犯法，

為甚麼要承認自己是罪人!?上帝、耶穌只

不過是外國人的神，與我們中國人無關；

聖經只是外國人的神話，或是猶太人的歷

史。

2006年有一天，妹夫參加完一個法會

回家，突然胡言亂語，甚至拿起刀來割自

己。經醫生診斷，證實得了憂鬱症。在治

療期間，儘管妹妹不斷唸經，花了不少錢

求法師幫忙超度等，也無濟於事，結果妹

夫自殺身亡。回想妹夫本是個虔誠佛教

徒，修行20年之久，做了不少善事，為他

們的佛堂貢獻良多，結果還是救不了自

己。那些算命的法師還說，他前生做了不

好的事，今生要償還前生的債，誰

也救不了他。

這事大大震撼了我的思想，

內心很恐慌，問了無數個「為甚

麼」，心中還是有很多問號：難道

真有前世今生嗎？我又從何得知自

己的前世做了些甚麼？前世做的錯

事，今生要補償嗎？我又如何自救

呢？漫漫人生路，從哪裡可以找

到真理和希望呢？……於是對自

己本來的信仰產生了懷疑，心想，為甚麼

我所信的「神」不能保護我們？拜也拜了

不少，功德也做了不少，求也求了不少，

還是終日誠惶誠恐，對生命的意義感到極

迷惘。後來我乾脆不再拜了，但內心很空

虛，總擔心甚麼時候會有禍患臨頭。

上帝光照我心

一次跟朋友去教會，第一次聽到耶穌

基督的福音。聖經以賽亞書四十四章24節
說：「從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贖主耶和華

如此說：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

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四十五章5節
說：「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

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你雖不認識

我，我必給你束腰。」四十四章9節又說：

「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他們所喜悅

的都無益處；他們的見證無所看見，無所

知曉，他們便覺羞愧。」上帝的話像一道

光照亮我的心，使我看到過去是多麼無

知！我知道自己有罪，並為自己太晚認識

主耶穌感到慚愧。

回家後，我把聖經找出來閱讀，知道

基督徒信的上帝原來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

宰。我們的始祖犯罪，悖逆了上帝，罪就

進入這世界，以致「世人都犯了罪，虧缺

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三23）幸好上

帝極為慈愛，差派祂的獨生子耶穌降世，

成為肉身，為我們擔負罪債，捨命在十字

架上，叫我們「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

七月中去西南

國語教會參加禱告

會，領會的古弟兄

說「今天我們來為

你最討厭的人禱

告」。

各位讀者平安：試問你、我心中有沒

有最討厭的人呢？最討厭的人會是你的親

友嗎？辦公室的同事嗎？你的枕邊人嗎？

為你最討厭的人禱告，看看主耶穌要

如何改變他，並且賜福在遵行主話語的你

身上。

【聖經中的祝福】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 馬太福音 5 章 44 節 )  
【祝福最討厭的人】主耶穌，請祢幫

助我想起一些快樂的事情，想起祢最近怎

樣幫助我，賜下了那些恩典給我，讓我可

以歡喜快樂，因為等等我要面對我最討厭

的人。主啊！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怎麼溝通，怎麼協調，我就是不能跟這個

人好好的相處，不要說愛他，就連我的耐

性都快被磨光了，只能盡量麻木的捱過要

跟他一起相處的時間。

所以我要把他交在主祢的手中，把我

所有受不了的情況都向祢禱告；奉祢的名

祝福我最討厭的人，祝福他那些讓人厭煩

的脾氣跟態度，祝福他健康、平安，祝福

他常常經歷祢的恩典，能夠認識神，天天

有祢的喜樂與他同在。

相信當我這樣祝福他，祢就大大賜福

我，翻轉我現在的景況，讓我不再為人際

關係感到困擾，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

告，阿們。

我們把最討厭的人 xxx 交給天父，用

祝福來面對挑戰，解決問題。

1. 學習不論斷

2. 保持心靈平安喜樂

3. 不要太在意別人和自己的感覺，只

要愛主和愛人如己，盡力而為。

4. 學習放下自我，放下自責，放下自

我定罪。

● 8 月 2 日 8-9pm 海灣華人教會舉辦

「來自中國的旋律」音樂分享會，講員：

賴忠智牧師。 
簡介 :
1947 年出生台中，台南神學院、台灣

神學院校友，道學碩士，目前是北加州、

聖荷西、基督工人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候選

人。

2017 年從新澤西台灣歸正教會主任牧

師 職 務 (Fair Lawn Community Church) 退
休，現定居於休士頓。四十幾年前，開始

以「吉他、月琴、非洲鼓、音樂、“說唱

方式”傳福音」，服事監獄工作多年。曾

任職：日本北海道基督教家庭學校，基督

教台北勵友中心，高雄福澤基金會、福澤

為你最討厭的人禱告

社會服務中心等。

2000 至 2010 年在德州休士頓牧養美

南浸信會西北華人教會十年；2010 年至

2017 年在新澤西牧養台灣歸正教會七年

半；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

休士頓恩惠長老教會代理牧養，其間，在

北美地區各教會、退修會、夏令營、同鄉

會，舉辦大小音樂佈道會，超過 50 場。博

士論文：《探討在北美洲台灣人之處境下

的宣教法》，使用台灣古典月琴，以台灣

歌謠詮釋『基督教的宣教學』，來幫助北

美早期留學生，“福音未得之民”，引領

他們認識主耶穌，所製作的「台灣心鄉土

情」CD，就是針對台灣族群“福音未得之

民”所做的「福音預工」「鬆土劑」。

賴牧師娘羅淑惠，台灣大學心理系畢

業，曾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台大醫

院復健部擔任「心理治療師」多年，曾服

務於高雄福澤事業基金會，是我牧養教會

的得力同工，我們育有一男二女，目前兩

個孫女，一個孫子。

我們的宣教異象與使命：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唱，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以弗所書 5: 19)，
繼續以「台灣心鄉土情」“賴桑講古”進

行「音樂宣教」的事工。

●「你們要嚐嚐主恩的滋味，便知道

祂是美善。」( 詩篇 34:8)，我們用「咖啡

宣教」來擴展宣教的禾場，以咖啡作橋梁，

成為傳揚耶穌基督福音的平台。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奉獻、禱告、關

懷，願一切榮耀都歸給天父上帝，把喜樂

留給自己，將健康帶回家，祝您闔家平安、

幸福！

願 耶和華賜福滿滿

　　　主僕 賴忠智 牧師  羅淑惠 師母

白地稱義」（24節）。主耶穌基督的捨身

大愛，的確比天高比海深！如此大愛，徹

底的犧牲，令人感動！我白白得到這恩

典，為何不及早信耶穌呢？「為義人死，

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

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

書五7至8）我決定接受救恩。

聖靈入我心

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證明祂有能力

勝過死亡。我們這些蒙主大恩得救的人，

不但今生有聖靈同在，看顧和引導，更

有永生的盼望。主耶穌親口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

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約翰福音十一25至26）我為以往的過錯

悔疚，感謝

主沒有放棄

我這迷途羔

羊！在牧師

和傳道人的

幫助下，我

把家中所有

偶像拆掉，

決心信獨一

真神，2009
年 4月 1 2日

正式接受洗禮，加入教會，成為上帝的兒

女。

聖靈光照我，開我的心眼，讓我知道自

己過去做了不少錯事，例如：拜偶像、對

父母不夠尊敬、常常埋怨上天不公平、怨

天尤人……，與聖經的教導相去甚遠。感

謝天父上帝，願意赦免我，收納我。「我

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

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約翰壹書一9）
獨一的真神

今日，我信了耶穌，走在一條新道路

上，成了新造的人。我深知道，除了耶穌

基督，其他宗教都不能救我。為甚麼？因

為沒有一個教主稱自己是神。佛教的創始

人釋迦牟尼並沒說自己是神，他只是悟道

者；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也沒說自己是

神，他的骸骨還在墳墓裡。只有耶穌基督

明說自己是真神（上帝），為擔當世人的

罪孽而降世，空墳墓證明耶穌基督已經復

活，我們的主勝過了死權，是永生的主，

叫一切信祂的都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回報主深恩

我得到聖經的啟發，人生有了盼望和依

靠，生活有了意義，故懷著感恩的心每天

努力工作，學習主耶穌愛人如己的精神。

我的工作是護理病人，我想，上帝使用

我，透過我去關心我所護理的病人，彰顯

耶穌的愛；因此我要更加細心關愛我所護

理的病人，向他們傳講上帝的道理、天國

的福音、耶穌的救恩，讓他們可以與我一

同領受上帝的恩典。

有一個病人，因患糖尿病鋸掉一條腿，

剛出醫院時，心情極差，總想著死，認為

自己命途多舛，前世做錯了事，今生得報

應。我向她傳講耶穌的福音，分享自己的

經歷，並細心照顧她。現在她不但身體比

以前健康，而且精神、面貌都比以前好多

了，見人就說「主耶穌救了我」。

立志為主用

上帝是信實的，祂的慈愛永不改變！當

我們把目光從自己的難處轉向十字架，仰

望主的帶領，承認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

意念，明白祂有周詳的計劃和無微不至的

照顧，願意全心信靠祂的公義和慈愛，就

必能發出感恩的歡呼，因為上帝的恩典夠

我們用。況且，「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羅馬書八28）
今天，我這個新造的人不再隨波逐流，

無論性情、喜好和人生目標都有了極大改

變。我立志棄舊更新，常親近主，靠主過

聖潔的生活，除去舊人的喜好和價值觀，

勤讀聖經，常常禱告，使靈命長進，靠主

恩典敬虔度日。我參加主日學，並修讀神

學課程裝備自己；愛主所愛，體貼主心

意，將生命交祂手裡，忠心事奉，讓生命

更有意義，做上帝合用的器皿。

（文載自［中信］）

曾經有一份報告，探討現在上班族的工

作壓力問題，發現造成現代人壓力的，不見

得是工作的本身，而是在工作時所會遇到的

人！可不是嗎？人與人之間總有摩擦，講得

更寫實些，就是您總會遇上不喜歡你、看你

不順眼的人，您該怎樣面對您的委屈？無疑

是重要情商課題。

當人們遇到委屈時，我常給人一個良心

的提醒：千萬別急著去把你的委屈給告訴

「所有人」！當人覺得自己受到委屈時，都

會有一種巴不得能「昭告天下」的宣洩心

理，特別是現在社群網站發達，我們可以很

容易就把自己的事告訴您身邊的所有人，這

麼作也許有短暫的抒發效果，但往往弊多於

利。

首先，您恐怕要認知到，並不是每個人

都真心關心您的委屈，當您滔滔不絕地講著

您的委屈時，很多人是八卦的看官心態，沒

多久，您會發現自己所受的委屈不但沒被嚴

肅看待，還被當成茶餘飯後的話題了。這也

還無妨，有時您的遭遇被人們傳著傳著，傳

成了各種不一的版本，有時還被人給加以過

度的詮釋、或針對您的內心戲加上他自己主

觀的旁白，到頭來反而讓您哭笑不得。請別

以為以上是危言聳聽，這在現代的社會恐已

是常態。

再者，您恐怕也要認知到，並不是每個

人都有足夠的高度能提供您解決的方法，

當您公開陳述自己的委屈時，許多「意見」

將紛飛而至！但不全都是有智慧、有見識的

意見，甚至有人都還沒弄清事情全貌，就開

始湊熱鬧給您意見了。試想，當您已處在委

屈、心緒浮動中時，面對一堆「素質參差不

一的意見」，您有辦法靜下心來判斷孰中優

劣嗎？眾人們七嘴八舌、素質不一的意見，

有時反而只會讓已在氣急中的您更迷惘、更

煩躁不安。

最後，您或許也需體認到，這麼做可能

會讓人「誤以為」您是個抗壓性低的大嘴

巴，包括您的上司、潛在的合作對象，也許

您不見得是這樣的人，但這樣的「誤解」會

讓您失去許多被提攜、合作的機會，容易害

得自己懷才不遇。

親愛的朋友，有委屈當然需要抒發！但

不是去把你的委屈告訴所有人！現在社群

網站很發達，不管是職場上的委屈、家裡的

委屈、人際上的委屈，這些委屈當然值得您

找個信任的人來好好訴說，但是絕對不是去

跟「所有人」訴說！除非您覺得這當中有足

以教育大眾的良性題材。請相信我，一個沉

不住氣、動輒把自己的委屈給訴諸身邊所有

人的人，絕對不叫真誠，而叫作幼稚！且到

最後受到二度傷害的還是自己，得不償失。

願我們都學習去做一個更成熟的人。

金句：謹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張嘴的，

必致敗亡。（聖經 .箴言 13:3）

別急著把你的委屈告訴所有人

◎陳小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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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地球的未来有点像预测

天气:你看得越远，你的准确性就

越差。基于这一逻辑，我们似乎

不可能在展望5万年后才有任何

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有超

过40亿年的历史可以从中吸取教

训。当你从地质的角度来考虑地

球的历史时，你可以指望某些不

可阻挡的过程——进化、灭绝、

板块构造、气候变化——在可预

见的未来继续塑造我们的星球。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过程，

来预测五万年后地球的样子。

首先，地球是一颗绕轴自转

的行星，就像它绕太阳公转一样

。这些运动对试图在行星表面生

存下来的生物体有一定的影响。

例如，地球不仅绕轴自转，还像

陀螺一样摇摆。天文学家称这种

进动现象为进动，它使地轴以

26000年的周期指向天空的不同部

分。现在，北极指向北极星。

12991年后，织女星将成为新的北

极星。在5万年后，地球将完成

两个进动周期，这意味着我们将

在今天的位置，至少从我们对夜

空的看法来看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地球轨道

畸变和倾斜而发生的变化。在

97,000 年的周期内，地球的轨

道从基本的圆形变成了略椭圆

形。与此同时，地轴的倾斜度

变化了几度，从一端的 22.1 度

到另一端的 24.5 度。这些运动

的综合影响对地球上有多少太

阳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地球

在太空中的位置刚好合适时，

地球就会经历一个冰河时代，

在这个时期，极地冰盖会变厚

，覆盖更多的大陆。从历史上

看，冰河时代持续了大约 10 万

年，其间的间冰期更温暖（大

冰期中相对温暖的时期），持

续了大约 1 万年。地球目前正

处于间冰期，但最终将进入另

一个深度冰期。许多科学家认

为下一个冰河时代将在大约 8

万年后达到顶峰。因此，五万

年后，地球很可能会变得更冷

，冰盖会向南延伸至纽约市。

全球变暖如何影响我们未来

的冰河时代?从长远来看，不会太

多。然而，在短期内，全球变暖

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全

球变暖的全部影响将在接下来的

200年内里感受到，比如说 2200

年。届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

量将超过过去65万年中的任何时

候。二氧化碳将阻止太阳能辐射

回太空，使地球变暖。随着平均

气温上升，即使只有几度，冰川

也会融化，海平面会上升，沿海

地区会发生洪水。海洋也将变得

更加温暖和酸性，这将导致大面

积的珊瑚礁崩溃。许多海洋物种

将面临灭绝，在陆地上，四分之

一的动植物将永远消失。

这将是我们的家园地球的一

个关键时刻，似乎事情不会变得

更糟。不幸的是，如果地球40亿

年的历史只告诉我们一件事，那

就是如果时间足够长，全球末日

确实会发生。五万年后，我们几

乎肯定会面临一场将永远改变地

球的史诗般的灾难。这场灾难可

能会以小行星或彗星的形式出现

，一旦撞击地球，我们所知道的

生命就会终结。天文学家估计

，这种撞击平均每100万年发生

一次，所以即使在未来5万年，

这种可能性仍然对我们有利。

更有可能的灾难将来自地球本

身。导致大陆漂移到全球的同

样的构造力量也为超级火山提

供动力，超级火山可以向大气

中喷出足够多的火山灰和烟雾

，从而在 10到 15年内阻挡太阳

光线。地质学家认为，这样的

喷发每5万年发生一次，所以在

这里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对我们

有利。

面对超级火山这样毁灭性事

件的影响，一个已经步履蹒跚的

地球肯定会经历一场大规模灭绝

，与化石记录中记录的其他物种

灭绝相匹敌。最著名的一次是白

垩纪末期恐龙的灭绝。但是，与

二叠纪末期，大约2.51亿年前发

生的一次灭绝事件相比，恐龙的

大规模灭绝显得苍白无力。当死

亡结束时，95%的海洋物种和70%

的陆地脊椎动物都消失了。你能

猜到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杀戮狂潮

吗?是的，那是一座超级火山——

更确切地说，是西伯利亚火山爆

发，影响了全球气候。

那么，五万年后，人类在地

球上生存的机会有多大呢?当你考

虑到我们的物种只存在了10万年

，而人类最长寿的文明也只存在

了3000多年，那么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占统治

地位的物种。

然而人类已经进化了，今天

还在继续进化。一些科学家估计

，在过去的1万年里，人类的进

化速度比任何时候都要快100倍

。因此，我们很有可能积累必要

的变化，以适应地球未来的条件

。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有

一个有趣的功能，叫做“人类之

前和之后”(Before and After Hu-

mans)，它描绘了人类在未来100

万到 400万年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子。

五
万
年
后
：
地
球
会
变
成
什
么
样
子

前一段时间，阿 P 家遭到小偷光

顾，被偷去两千块钱外带小兰的一枚

钻戒，虽说报了案，公安民警正在侦

破，但两个人心里都不好受。想亡羊

补牢，但两人都是上班族，不能天天

在家里看着守着，怎么办呢?两人商

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买一条狗看家

护院!

说买就买，这天阿 P 来到了狗市

。他先是转了一圈，摸了摸行情，最

后转到一个唯一用铁笼子装着狗的主

人跟前。这条狗个头很大，纯种的黑

贝，在笼子里吐着舌头，气势汹汹地

望着他。

阿 P 心里害怕，但他一想，要买

就买能咬人的狗，这才会让小偷惧怕

。于是阿 P 鼓起勇气走上前问道：

“这只狗多少钱?”

卖狗人说：“老兄，你是真心买

还是摸行情?”阿P说：“谁没事在狗

市里瞎转悠，当然是想买了。”

卖狗人说：“若真买，在价格上

咱甭搞来搞去的，也没啥意思，见面

便是有缘，一口价，连笼子也一块儿

给你，八百块钱。”

阿 P 第一次买狗，虽说刚才摸了

下行情，但毕竟没底，不过阿 P还是

装着很懂行的样子，还价道：“连笼

子七百块钱，怎么样?”

卖狗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八百块钱少一分也不卖。”阿 P头一

昂，手一背，说：“你不卖我就走了

。”说完假装要离去。

这时，卖狗人终于软下来了，他

叹了口气说：“说一句实在话，这价

格真是卖亏了，不过我看你也是实在

人，这只狗跟了一个好主人，我也放

心了。”于是答应七百块钱卖给阿 P

。

阿 P 雇了一辆三轮车连笼子和狗

装上，正要走，卖狗人猛叫一声：

“别走，我还有事给你交代一下。”

卖狗人语重心长地说，“这狗特通人

性，开始可能到你家不习惯，难免会

叫几声，对你们有敌意，你千万别打

这狗。如果你觉得这狗不够好，后悔

了，我把地址留给你，你把狗退给我

，我一分钱不少退给你。只是，

这一星期我要出去一下，如果真

要退狗，七天以后找我。”说完

“唰唰唰”写了个地址递给了阿

P。

阿 P见这人真是实诚到家了

，心里一激动，拍着对方的肩膀

说：“你就放心吧，我把它当儿

子。”

当天下午，阿 P为了和狗培

养感情，特意买了几斤排骨，阿

P和小兰你喂一块，我喂一块，

狗很快和他们熟识了，摇着尾巴

哼哼着一副亲昵的样子。

第二天，阿 P和小兰要上班

，就放开了狗笼子。这一放不要

紧，阿P和小兰都傻眼了，原来

狗的两条后腿都是瘸的。阿P大

呼上当，小兰大骂阿P缺心眼、

脑积水、窝囊废、无能、怂包、

笨蛋，难听的话都骂了个遍。阿

P自知理亏，不敢吭气，这时，

阿P突然想起卖狗人曾给他说过

，如果后悔了可以退狗。于是，

从兜里掏出那个地址对小兰说：“我

这儿有卖狗人的地址，不想要了可以

把狗退回去。”

小兰撇了撇嘴说：“这你也信，

地址恐怕是假的吧，怎么没留电话号

码?人家忽悠你几句，你就信了……

”阿 P看着这只瘸狗，欲哭无泪，我

怎么这么倒霉呀!

阿 P 不死心，按卖狗人留下的地

址找了过去。邻居告诉他，是有这么

个人，叫刘大山，今天刚走，去杭州

办事了，七天后才能回来。看来刘大

山并没有骗自己，阿 P稍稍松了口气

。

阿 P 调整好心态，在这七天里，

对狗还是挺尽心尽力的，多买些肉给

它吃，还对小兰说：“有狗总比没狗

强，咱们知道狗是瘸的，可小偷不知

道啊，照样把小偷吓得胆战心惊，不

敢靠近家门。”

七天终于过去了，阿 P 去找老板

请假准备退狗，可老板说上午让阿 P

去接待一位重要客户，没有准假，只

能等到下午了。

可只晚了半天的时间，家里就出

大事了，阿 P和小兰中午下班一回来

，邻居小梅就对他们说：“你们家的

狗咬伤了一个男人，警察把这人送到

医院了。”阿 P一惊说：“我家的门

是锁着的，他怎么能进来?”邻居说

：“没锁吧，锁上了别人怎么能进到

你家里?”这一下阿P也忘了门到底锁

了没有。

小兰在旁边又是一顿骂，骂得

阿 P也火了：“我把这条灾星狗退回

去，他要是敢不退，我砸烂他的狗头!

”阿 P马上找了辆三轮车，把笼子和

狗装上，急急忙忙地向刘大山家骑去

。

奇怪的是刘大山好像知道阿 P

要退狗，正在门外迎接阿 P。想起这

些日子饱受小兰臭骂，阿 P是气恼不

已，他卷起袖子，对刘大山喊：“你

这个骗子，明明是只瘸狗，却骗着让

我买走，我和你没完!”

刘大山“嘿嘿”一笑，终于说

了实话：“我也是没办法呀，去杭州

一待就是七天，谁给我喂狗呀，想来

想去就想了这个办法，真是对不起你

了。”

阿 P一听这话，气得差一点吐

血，恨不得一下子把刘大山揍扁，但

在人家门前，阿P最终也没敢动手。

刘大山对阿 P说：“这几天狗

不让你白喂，你给我七百，我退给你

八百，怎么样?”

阿 P说：“你一百块钱能干啥

，今天狗咬伤了一个人，现在还在医

院里，说不定要赔人家很多钱呢。”

刘大山一听，十分动情地说：

“我这狗喂了五年了，家里来了亲戚

朋友从来都是不叫不咬，围着你的身

子转，很亲的;但是遇着坏人，咬住打

死也不松口。你知道我这狗的两条后

腿是怎么瘸的吗?那是去年有两个窃

贼翻墙到我家偷东西，被狗发现了，

一下子蹿出来，咬住一个窃贼不放，

另一个窃贼为救同伴，拾起一根木棍

就打，把狗的两条后腿都打折了，它

也没有松口，最后邻居们听见声音，

纷纷跑过来，把两个窃贼抓住，扭送

到了派出所，你说我这狗神不神。”

说到这里，刘大山又提醒道，“你应

该先去警局了解一下被狗咬的那人情

况。”阿 P想想也只好这样了，于是

骑上三轮悻悻地回了家。

回到家里，阿 P 正跟小兰说着退

狗的经过，有一个警察找上门来，他

朝四周看了看，问：“狗呢?”阿P赶

紧说：“狗我给人送回去了，受人之

托，只是暂时替人养了几天。”“哎

呀，怎么送走了呢?这条狗可立了大

功了，它帮着我们逮住一个窃贼。”

原来正如刘大山所说，那条狗咬

住了一个上门盗窃的坏人。

阿 P 受到了警局的奖励，他去找

刘大山。刘大山以为他来买狗，很干

脆地说：“不卖，这条狗跟我感情太

深了。”阿 P无奈地点头，但又可怜

巴巴地说：“以后你要是出差，告诉

我一声，我还替你养狗，一分钱不让

你出，白养，这行不?”

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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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優惠訊息
請洽各經銷商及超市

許氏45週年

客 戶 齊 分 享 精選泡參買3送1

董事長 許恩偉 
Wil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Paul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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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9年8月3日 Saturday, August 3, 2019



BB1616休城畫頁
星期六 2019年8月3日 Saturday, August 3, 2019

2019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
77月月2727日訪問華美中醫學院日訪問華美中醫學院、、休士頓客家會廣受歡迎休士頓客家會廣受歡迎

陳貴英攝影陳貴英攝影，，記者黃麗珊報導記者黃麗珊報導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左一左一）、）、休士頓休士頓
客家會會長汪幹雄客家會會長汪幹雄（（左二左二））及及20192019年年
臺灣青年蔡筑妃臺灣青年蔡筑妃（（一左一一左一）、）、組長林楚組長林楚
軒軒（（一右一一右一）、）、沈于暄沈于暄（（二左一二左一）、）、吳吳
岱蓉岱蓉、、林柏廷林柏廷（（二右一二右一）、）、黃珮瑜黃珮瑜（（三三
左一左一）、）、宋侑芩宋侑芩、、江奕增江奕增（（三右一三右一））聆聆
聽梁慎平院長介紹華美中醫學院聽梁慎平院長介紹華美中醫學院。。

休士頓客家會前會長徐正雄休士頓客家會前會長徐正雄（（左一左一）、）、成功企業成功企業
家鍾敬堯家鍾敬堯（（左二左二）、）、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會長汪幹雄夫婦會長汪幹雄夫婦（（左五左五、、

左六左六））與學員們一起享用午餐與學員們一起享用午餐。。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左二左二））贈送感謝禮贈送感謝禮
物給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汪幹雄物給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汪幹雄（（左一左一）、）、
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右一右一）。）。

梁慎平院長梁慎平院長（（左五左五））及梁夫人及梁夫人（（右二右二））於於77月月2727日贈日贈
送華美中醫學院的袋子給送華美中醫學院的袋子給20192019年臺灣青年林柏廷年臺灣青年林柏廷（（左左
一一）、）、蔡筑妃蔡筑妃、、組長林楚軒組長林楚軒、、宋侑芩宋侑芩（（左四左四）、）、黃珮黃珮
瑜瑜（（左六左六）、）、沈于暄沈于暄（（左七左七）、）、吳岱蓉吳岱蓉（（右四右四）、）、江江

奕增奕增（（右三右三））合影合影。。

20192019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美國休士頓組八位學員
們與汪幹雄會長們與汪幹雄會長、、休士頓客家會鄉親們歡聚一堂休士頓客家會鄉親們歡聚一堂。。

院長梁慎平院長梁慎平（（前排右一前排右一））歡迎僑教中心主任陳歡迎僑教中心主任陳
奕芳奕芳（（前排左四前排左四））與與20192019年臺灣青年們實地年臺灣青年們實地

參觀華美中醫學院參觀華美中醫學院。。

鍾敬堯留美鍾敬堯留美，，第一份工作是通用汽車第一份工作是通用汽車
的研究單位做聲響學工業研究的研究單位做聲響學工業研究，，現今現今
汽車汽車、、飛機等仍在使用他的發明飛機等仍在使用他的發明，，得得
獎無數獎無數。。之後經商研發春捲成立鍾氏之後經商研發春捲成立鍾氏
食品和食品和AVSAVS產業產業。。他鼓勵學員敢於他鼓勵學員敢於

嘗試嘗試，，不畏艱險不放棄堅持不畏艱險不放棄堅持。。

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及主任陳奕芳及20192019年八位臺灣青年年八位臺灣青年
聆聽成功企業家鍾敬堯分享海外求學聆聽成功企業家鍾敬堯分享海外求學
到創業成功的心路歷程到創業成功的心路歷程，，獲益良多獲益良多。。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汪幹雄感謝成功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汪幹雄感謝成功
企業家鍾敬堯及華美中醫學院院長企業家鍾敬堯及華美中醫學院院長

梁慎平的分享梁慎平的分享。。

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介紹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介紹
華美中醫學院近況及未來發展華美中醫學院近況及未來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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