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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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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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星期六       2019年10月12日       Saturday, October 12, 2019

中文學校聯誼會於9月28日在姚餐廳舉辦敬師餐會
表揚資深校長和傑出老師並舉行新舊會長的交接儀式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文學校
聯誼會教師節敬師餐會於2019年9月28日
（星期六）下午六點鐘起在姚餐廳舉辦敬
師餐會。餐會關鍵主題是表揚資深老師，
並且在餐會中間同時為中文學校聯誼會會
長舉行新舊會長的交接儀式。餐會首先開
始由文化學院謝蘭英致歡迎辭，報告餐會
活動與介紹貴賓。 貴賓包括駐休士頓辦事
處陳家彥處長，楊組長，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陳主任，張世勳僑務員， 陳美芬
僑務委員，現任會長張彩惠，前任會長莊
芳齡以及許多傑出的校長和老師。

陳家彥處長感謝和讚美前來參與餐會
的傑出校長和老師，稱讚他們把中國文化
與中國語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習俗

傳遞給外國人並對其進行教育。中文學校
教育是一項至關重要且非常有意義的任務
。陳家彥處長舉杯向所有的校長和老師致
敬。

餐會中休士頓陳家彥處長表揚資深老
師，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授予傑出證書
和獎品，感謝他們在中國文化教育中的奉
獻精神和專業貢獻。證書和獎品為休士頓
中文學校聯誼會教師節敬師交流留下誌念
，意義深遠。獲獎者包括：伍慧英: 在
Fort Bend 中文學校教學 20 年，頒發獎金
180 元，獎狀和銀質僑教榮譽章。林婉真
，在Fort Bend中文學校教學20年並任副校
長，頒發獎金180 元，獎狀和銀質僑教榮
譽章。在中文學校教學 10 年，頒發獎金

120 元，獎狀的老師有劉元怡，梁叔華，
陸惠萍，王秀珍和張靜。在中文學校教學
5年，頒發獎狀的老師有周忠旋和喬云。

在陳家彥處長和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陳主任見證下 ，在餐會中舉行新舊會
長的交接儀式。現任會長張彩惠和前任會
長莊芳齡都感謝所有校長和教職員工的支
持。新任會長將承接歷屆會長的精神為華
語文教育貢獻最大的心力並承先啟後為推
展中華文化而努力。

餐會當天有一百多位嘉賓出席會議，
場面溫馨歡愉，為成功的餐會增添美好時
光。

（本報訊）十月的休
士頓僑社活動熱鬧滾滾，美
南華文作協為配合第十二期
南軒集付梓，訂于十月十九
日在僑教中心二０三室舉辦
會員新書發表會，分別由姚
嘉為、姚鳳北和石麗東介紹
他們的新作: 「縱橫北美」
、 「斑爛歐亞非」和 「在美
華人雙創故事… 科技卷」
。去年十一月姚嘉為身肩海
外華文女作家副會長重任，
在台北舉辦第十五屆雙年會
暨 「全球華文作家論壇」，
她將在介紹新作之後，報告
主辦華文論壇的心得，歡迎
喜愛藝文的朋友踴躍參加。

三本新書的簡介如次 :
姚嘉為主編的 「縱橫北美」
一書，是北美華文作家協會
網站散文精選集，分四輯: (

一) 話史: 回首來時路，(二)
采風: 城鄉人文風景，(三)
如晤: 與名家面對面， (四)
融合: 融入他鄉。從歷史、
地理、人物和生活四個面向
，縱橫交叉，展示北美華文
文學的風貌特色，呈現北美
華人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
的過程。

「斑爛歐亞非」： 是
姚鳳北和妻子在過去數年前
往歐、亞、非三洲遊覽的見
聞與心得。書中首先敘述他
們從俄羅斯啟程，次篇為
《英倫三島》，第三篇是
《西班牙》，第四篇《巴爾
幹半島》，第五篇《東非島
嶼》，第六篇《東南亞》，
第七篇以暢遊《中國》的川
西青藏高原的描述為書寫的
終結。

「在美華人雙創故事
… 科技卷」：是石麗東報
導美國傑出華人的第四個集
子，也是她書寫科學工作者
字數最多的一本，他們的行
業涵蓋 : 航太、高溫超導、
生物科技、物理、天文、醫
學、製藥等，其中有廿六人
是台灣留學生、四人是第二
代華人ABC、一人來自中美
洲、兩人是二戰結束前後，
來到美國進修和移民的奮鬥
故事。

美南作協這次主辦的新
書發表會，主題目包括：海
外文學與華文文壇、旅遊記
趣和華人移民故事，內容豐
富多元，歡迎踴躍參加 ！
10 月 19 日僑教中心 203 室
2 -4 時。

美南華文作協訂于美南華文作協訂于1010月月1919日舉行新書發表會日舉行新書發表會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楊組長楊組長，，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主任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主任，，張世勳僑張世勳僑
務員務員，，現任會長張彩惠現任會長張彩惠，，前任會長莊芳齡與所有獲獎者合影前任會長莊芳齡與所有獲獎者合影。。

「「20192019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將於將於1010月月2727曰下午推出曰下午推出
白先勇主講白先勇主講：： 「「戲中戲戲中戲-- 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9 中美文化
講壇」自今年六月舉行妙光法師演講，及今年
九月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新劇團兩場京劇演出後
，今年10月27日（星期日 ）下午2點，還請到
了文學大師白先勇老師主講 「戲中戲- 紅樓夢
中戲曲的點題功用」。這個演講，由一生研究
紅樓夢的白先勇先生親自演講，內容肯定精彩
。

黛玉的死，寶玉的出家，給紅樓夢作了一
個最好的結尾。

紅樓夢是比美於西方的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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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航空反潜机的起点是别-6

型水上反潜机。1955年，中国海军向苏

联采购6架别-6，并在青岛团岛基地组

建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水上飞机部队。这

种飞机结构坚固，拥有20小时的最大留

空时间，载弹量达4吨。虽然在今天看

来，别-6已经是老古董了，但在当时还

很弱小的人民海军中，它无疑是响当当

的“大杀器”。

别-6 别-6在海军中不仅以其载弹量

有“远程侦察反潜轰炸机”之称，由于

其机舱还能装载一定的人员物资，因此

也是当年海军唯一的“远程运输机”；

而在普遍缺乏雷达的海航飞机中，拥有

机载雷达的别-6在海上巡逻预警和搜救

领域更是责无旁贷。所以别-6在中国海

军的服役生涯之忙碌也可以想见。

进入60年代末期，总体技术仍处于

二战水平，缺乏现代化专业对潜探测设

备的别-6已经难以满足使用需要，为此

海军立足于自身力量对其中状态较好的

4架别-6进行了技术改造。由于是在青

岛水上飞机基地进行改装的，为与两架

未经改造的别-6区别，改装后的飞机被

称作青-6。

青-6 和1969年用安-12的涡桨发动

机改装图-4平台类似，青-6也用安-24的

AI-24发动机（后来改用国产WJ-5甲）

取代了活塞发动机，提高了飞行性能。

另外，飞机还拆除了机尾炮塔，加装了

国产第一代磁异常探测器，并加装了声

呐浮标和音响信号处理机，某种程度上

可以算作水轰-5的设备验证机。

由于后继机水轰-5研制拖延太久，

且只生产了4架，因而早就应该退役的

青-6，最后一架服役到 1997 年才退役

（当然这时候早已不能飞了）。别-6中

曾有一架在演习中爆炸沉入海底，但历

经五年的修理后又投入使用。

1968年水轰-5开始研制。由于缺乏

技术基础（水上飞机研究所当年刚组建

），该机在研制时除了有青-6改装的一

点经验之外，只能把日本1967年刚刚首

飞的US-1型大型水上飞机做为参考型号

了，这也是该机研制坎坷，总体技术水

平较低的诱因。该机于1976年首飞成功

，1986年才通过设计定型。

水轰-5 今天看来，在6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的军工项目里，连歼-9战斗机

和轰-8远程轰炸机这样的空军重点工程

最后都胎死腹中了，夹缝中生存的水

轰-5折腾20年没有下马、最终定型服役

已经堪称奇迹。虽然当它服役时，计划

中包括鹰击-1超音速空舰导弹、空投鱼

雷在内的多种装备实际上都没有配装。

服役后的水轰-5由于基本不具备真

正的反潜能力，只能承担巡逻任务，其

中有一架飞机还被改为了灭火飞机；且

该机受困于技术落后、维护困难等问题

，出勤率也不高。当水轰-5只能作为一

种巡逻机使用时，海航反潜作战的希望

只能转移到直升机上了。

采购“超黄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580任务中最后的重要环节——打捞东

风-5弹头部分数据舱。在胜利完成任务

之后，它们除了偶尔搭载在大型补给舰

和远洋打捞救生船上之外，主要部署在

岸基机场。和当年的别-6类似，“超黄

蜂”的任务也非常繁重，其中就包括挂

载A244S型鱼雷进行应召反潜。

“超黄蜂” 虽然并非专用机种，

且基本只能作为岸基反潜机使用，但历

经多次改装后的“超黄蜂”仍为中国海

军航空兵反潜作战保留了最基本的经验

传承和人才梯队。随着国产直-8直升机

的批量服役，老旧的“超黄蜂”已经开

始退役了。

短小精悍的SA565“黑豹”则是中

国海军第一种实用的舰载反潜直升机，

该机是在SA365“海豚”通用直升机的

机体上改装而来的，由于我国这一时期

建造的驱护舰的直升机机库甲板尺寸均

是为了容纳“海豚”的国产型直-9设计

的，搭载“黑豹”自然毫无问题。

SA565“黑豹” 随着直-9C的服役

，目前“黑豹”和直-9C混编于海军直

升机团内。由于二者均经过我军多次改

装升级，因此技术性能差别较小，这一

点和空军的苏-27与歼-11有相似之处。

但准确的说，直-9C和“黑豹”是基于

“海豚”基础上分别发展的两种反潜直

升机。

在设计思路上，直-9C要比“黑豹

”更加接近专用反潜直升机，这是因为

法国海军有“山猫”这样性能更好的专

业机型，“黑豹”在法国海军只是一种

补充。1994年首飞的直-9C于1999年设

计定型，但由于多项配套设备缺装，直

到2004年才交付海军服役，此时“黑豹

”和卡-28已经服役多年。

直-9C 近年来，随着发动机的改进

，直-9C的载荷能力有所提高，因此本

就作为多用途直升机设计的直-9C在亚

丁湾护航中能够颇显一番身手也就不奇

怪了。该机目前除了作为中国海军数量

最大的反潜直升机装备在驱护舰上之外

，还出口到巴基斯坦作为F22P型护卫舰

的配套反潜直升机。

虽然直-9C目前技术已经臻于成熟

，是一种可靠顶用的装备，但囿于4吨

级平台的限制，其作战能力基本已经被

挖掘到极限。面对周边国家潜艇力量的

“刀锋”，直-9C这块“护甲”仍然显

得有些柔弱。因此，随着“现代”级驱

逐舰的引进，中国海军也引进了其配套

的卡-28型反潜直升机。

卡-28 该机体型并不比直-9大太多

（但共轴双旋翼布局使得卡-28要高出一

些），但起飞重量从4吨级一跃提升为6

吨级。这使得卡-28在携带声呐浮标和吊

放声呐等搜潜设备的同时，还可在内部

弹舱挂载两枚苏/俄海军特有的400mm级

别反潜鱼雷，单机反潜作战能力相当于

两架直-9C的总和。

犹如“基洛”级潜艇对海军常规潜

艇部队实力的影响一般，卡-28的到来同

样让中国海军拥有了一种接近世界标准

的反潜直升机。因此海军直到近年来仍

在小批量引进卡-28，以满足052C/D和

054/054A等型第三代驱护舰的要求，它

们的机库和飞行甲板尺寸均是按照操作

卡-28设计的。

卡-28也并非尽善尽美，受起落架布

局限制，该机难以外挂反潜武器，使得

内部布局较为拥挤，而且由于缺乏大型

侧舱门，执行多样化海上任务时反而不

如直-9C方便。而且受研制时代影响，

卡-28的机载探测设备性能较为落后，面

对越来越安静的假想敌潜艇时，作战能

力也同样受限。

而直-18在直-8F直升机的基础上通

过更换复合材料叶片，改进动力系统提

高了飞行性能。并利用庞大的机体空间

增设了包括大型对海搜索雷达，光电探

测设备，30管声呐浮标发射器，大型吊

放声呐等诸多反潜专用设备。该机可以

同时外挂4枚反潜鱼雷，载荷航程性能

已居世界反潜直升机前列。

直-18 虽然由于和“超黄蜂”一样

的尺寸问题，该机目前只能搭载在“辽

宁”舰上（055型驱逐舰也可能具备搭

载能力）；但其研发成功意味着我国首

次走完了一款具备完整搜潜攻潜能力的

专业反潜直升机的研制流程，对在直-20

直升机基础上发展新型反潜直升机有很

大的帮助。

早在高新-6出现前，由于水轰-5的

性能实在难以让人满意，海军就曾在

运-8的基础上发展过运-8X海上巡逻机

。该机机头下加装了加拿大制对海搜索

雷达，配备组合式导航系统；另有红外

搜潜系统、声纳浮标和救生艇等设备。

由于设备较为完整，运-8X经常被用于

远海巡逻。

虽然由于研制年代所限，该机和水

轰-5一样缺乏实际攻潜能力；搜潜设备

虽然比水轰-5完善，但也称不上先进，

最终也只装备了四架。但作为远程海上

巡逻机，运-8X在机载海上导航系统，

平台海上使用等方面仍为后来的高新-6

等海军型高新系列的研制取得了一定经

验。

和近年来多种运-8高新机一样，高

新-6也是在最新的运-8“第三类平台”

基础上改装而来的。和运-8X使用的运-8

非气密型平台相比，新平台不仅改用了

增压舱设计，还使用了带 6 叶桨的

WJ-6C发动机，推力增大的同时还更加

省油；由于使用更先进的海上导航系统

，取消了过时的透明领航员舱。

高新-6 虽然对这种设备搜潜的可靠

性争议很多，但高新-6仍在机尾安装了

长长的磁异常探测器，也是该机区分于

其他高新机最明显的外观特征。和

直-18F一样，该机也在机头下方安装了

大型对海探测雷达和光电探测设备。机

身上多组刀状天线的设计和P-8A类似，

用于侦测潜艇发出的通讯信息。

高新-6 在高新-6号机身前半段，能

看到左右两个大型弹舱，舱内可装载空投

反潜鱼雷或小型反舰导弹等多种武器。在

弹舱之后的机身则是集中部署的声呐浮标

发射管。另外，参照国外反潜巡逻机的设

计，高新-6在宽大的机翼下方也会布置若

干个武器挂点，提高载弹量。

从别-6到高新-6，60多年过去了，

在这个长期不被重视的领域，中国海军

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

机，面对周边先进潜艇的威胁时，我们

的反制手段也将更加全面而有力。

弱者的奋起直追：看中国反潜机的研制发展

（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8108年國慶酒會隆重舉行年國慶酒會隆重舉行

中華文化學院雙語活動營

（本報記者黃麗珊）慶祝中華民國108年國慶酒會於10月8
日下午6時30分起在Parodor宴會廳隆重舉行。 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及夫人黃惠榆盛裝出席迎中外嘉賓。而
中外貴賓紛紛上台頒發賀狀及發表賀詞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聯邦衆議員Al Green祝賀中華民國國慶，支持台美經貿關係
持續強化。選區主任Duni Hebron代表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頒發賀狀，祝賀中華民國國慶。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讚揚台
美共享民主價值及堅實夥伴關係。德州州眾議員Dennis Paul堅定
支持台灣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德州教育委員Lawrence Allen肯
定台美共享價值與友誼。德州政府禮賓主任Cammy Jones轉達州
長Greg Abbott祝賀中華民國108年國慶。福遍縣縣長KP George
祝福台灣持續繁榮興盛並期盼與台灣加強合作。Stafford市市議
員譚秋晴代表Stafford市市長頒發賀狀，祝賀中華民國108年國慶
。

休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讚揚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推動台美人民實質合作與交流，他代表休士頓巿長 Sylvester
Turner頒發賀狀宣布 「台灣傳統日」，獲得中外來賓熱烈鼓掌。
副選區主任Tori Macfarlan代表聯邦眾議員Pete Olson頒發賀狀，
祝賀中華民國108年國慶。選區主任Matthew Conner代表聯邦眾
議員Michael McCaul頒發賀狀，祝賀中華民國108年國慶。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歡迎各位一
起來慶祝中華民國（台灣）108年國慶日。今年台灣與美國共同
紀念 「台灣關係法」立法40週年，這項由美國國會所通過的里
程碑法案，已成為台美恆久夥伴關係的堅實基礎。此一夥伴關係
展現在彼此互利且饒富成效的 貿易關係中。台灣是美國第11大
貿易夥伴，2018年 雙邊貿易額達到760億美元。台灣持續轉型成
為以創新為主的經濟體。今（2019）年第二季台灣經濟成長率為
2.46%，居亞洲四小龍之冠。 「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台
灣在140個參與評比的國家之間排名第13位。我們與美國的貿易
關係將持續興盛。這個夥伴關係還有來自美國政府以及 國會兩

黨的支持，並力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幫助台灣鞏固邦交
。我們也在美國自由與開放的 印太地區前瞻願景中看見這
一夥伴關係。這個願景清晰而適切地為極權主義提供更佳
選擇方案。我們清楚知道，沒有台灣海峽的和平，就沒有
印太地區的和平。美國政府積極落實 「台灣關係法」及
「六項保證」的承諾。川普總統就任以來，已經通過五項

對台軍售。台灣堅持自由、民主與法治等台美共享的價值
。我們將在此區域中持續做為民主的燈塔以及良治的模範
。我們兩國強健的夥伴關係，也建立在台灣與美國各州及
社區的雙邊關係，以及人民之間的相互連結之上。就在上
個月，台灣農產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前來美國訪問，並
與美方簽署了價值37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採購意向書。本
處努力使農訪團在美南地區的訪問順利成功，因為農訪團
掌握了 「台灣關係法」所要確保的要旨-即台美人民之間
的互利交流。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努力作為台灣與美南地區的橋樑。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致力深化與社區的交流以及與各界的聯

繫。過去一年來，從擴大台灣在奧斯汀 「西南偏南」綜合展會的
參與，到引介福爾摩沙馬戲團到休士頓的米勒戶外劇場表演；從
發起美南地區婦女論壇到與聖湯瑪士大學合作為休士頓警察開設
華語課程；我們在連結社區展現 「台灣可以幫助」的工作上專注
投入時間及努力。在此，我要肯定所有在場或不在場的僑胞與朋
友對於我們努力提升強健台美夥伴關係的貢獻。

我很榮幸在休士頓參與這些努力，也很感動看到各位前來表
達對於我們國家的支持。雖然有愈來愈多的政治力企圖壓縮台灣
的國際空間，我們不會向外在壓力低頭。我們不求沒有挑戰，但
期許具備勝任挑戰的能力。台灣會持續作為一股良善的力量，我
們擁抱國際社會的決心不會改變。我要再次感謝各位今晚的蒞臨
。現在，請大家欣賞一段聚焦過去一年來我們工作重點的短片。
讓我們舉杯祝中華民國（台灣）生日快樂，祝美台關係前途光明
。

（本報訊）中華文化學院雙語中
心將於今年的感恩節和聖誕節期間舉
辦 「冬令双語活動營」，歡迎四歲到
十二歲的小朋友參加。確切的日期是
：11 月 25， 26 ，27，以及 12 月 23，
26，27，30，31，以及元月2，3，4日
。每天的時間，是從早上七點到下午
六時半。也可以參加8:30-3:30的主題

時間。
中華文化學院双語中心在今年夏

天成功地舉辦過雙語夏令營，有豐富
的經驗。小班課程注重德智体群的訓
練！課外活動項目都富有高度教育意
義，包括：參觀休士頓藝術館、電腦
建築設計公司、公司拜訪休士頓警察
局、圖書館，以及休士頓公園郊遊野

餐，等等，深受孩子們的喜愛！
地 點 在 ： 10300 Westoffice Drive

Suite 200, Houaton, TX 77042（在僑教
中心的對街）

詳情請洽 : Judy (832) 849-1509,
Website: www.iccschooltx.org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左二左二））頒發賀狀頒發賀狀，，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婦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右二右二、、右一右一））代表接受代表接受。。曾派駐曾派駐
台灣之美國外交官台灣之美國外交官Sri Preston KulkarniSri Preston Kulkarni（（左一左一））觀禮觀禮。（。（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右四右四、、右五右五），），國慶籌備會主委黃春國慶籌備會主委黃春
蘭蘭（（左三左三）、）、副主委黃初平副主委黃初平（（右二右二），），僑委陳美芬僑委陳美芬（（左一左一）、）、吳光吳光
宜宜（（右一右一））及譚秋晴等貴賓們合切蛋糕及譚秋晴等貴賓們合切蛋糕，，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參觀圖書館參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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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刊登於 10 月 4 日的《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專欄，文 章名為《Fi-
nancial markets are a key source of America’s pros-
perity, so leave them ou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本文為中文翻譯版。

從長遠來看，限制中美雙邊投資將有損美國經
濟發展。

近幾個月來，中美關係每況愈下，愈演愈烈的
摩擦影響著兩國主要的經濟交流管 道，如貿易、直
接投資，甚至人員流動等。近日，金融市場又成為
了目前中美關係 中的 「新箭靶」 。主張採取強硬外
交手段的偏鷹派政客和專家建議，削減在股票、 債
券和其他金融資產上的雙邊投資。這種 「金融市場
分立」 （financial market decoupling）的言論是短視
的，將對美國的長期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造成不利
影 響。

金融市場成為眾矢之的 去年，在美國對中國的
入境投資實施更嚴格的審查後，一些政界和其他評
論人士提 議，將中國進入美國金融市場的管道納入
貿易戰的談判中。例如，前總統候選人、 達拉斯獨
行俠（Dallas Mavericks，過去譯為小牛）的老闆馬
克．庫班（Mark Cuban）呼籲特朗普總統（又譯川
普）禁止中國實體在美國發行、購買或交易股 票、
債券和其他金融證券。

其他人則在推動限制美國實體投資中國金融市
場。特朗普總統的前首席策略長史蒂 夫．班農
（Steve Bannon）稱，有必要 「撤銷美國所有向中國
共產黨提供資金的退 休基金和保險公司。」 今年 4
月，一個由 24名國會議員組成的跨黨派小組致信美

國財政部和國務院，呼籲懲罰那些為中國企業提供
資金支持、助長侵犯人權行為的 美國企業，並敦促
對這些企業的公共基金投資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有
消息稱，白宮 在考慮對美國的證券組合投資資金流
入中國設限，此舉可能讓數千億美元的投資受 到影
響。

我們還看到，美國重要的做市商（market mak-
ers）和仲介機構正面臨來自非官方的 壓力。參議員
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最近致信摩根士丹利
資本國際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簡
稱 MSCI）的執行長，質問為何將某些與 「竊取美國
創新技術、破壞公平競爭、增加美國國家安全和經
濟安全威脅」 相關的 中國公司納入其全球股票指數
。不過，這些斷言都沒有得到證實。

這些事件顯現了其他領域中不負責任的言論，
而且這些言論必須被停止。我們必須 避免將金融市
場准入作為實現短期地緣政治目標的工具。

開放的金融市場是美國繁榮的關鍵因素
數十年來，開放的金融市場一直是美國蓬勃發

展的一個關鍵因素，雙向開放的資金 流動有利於我
們的整體經濟，也有利於每一個為退休儲蓄的美國
人。

外國對美國股票和債券的投資改善了我們企業
獲得資金的管道，增加了美國人的儲 蓄回報。據估
計，中國和其他外國投資者還持有 6.6 萬億美元的美
國國債，這有助 於壓低美國的借貸成本，使聯邦政
府能夠為學校、軍隊和其它公共基礎設施提供資 金
。

限制美國投資者投資中國證券，會降低美國儲

戶的機會。美國退休基金和其他資產 投資者力求多
元化的全球投資組合，在抓住增長機遇的同時分散
風險。中國是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也是過去幾十年
來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之一。中國目前正在採取措
施，應市場國家長期以來的要求，允許更多的外國
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市場，包括 新的股票和債券互
聯互通計畫，以及最近取消的外國證券投資配額，
這些舉措都有 利於美國和其他外國投資者將中國納
入其全球投資組合。試想，如果美國投資者被 禁止
在中國投資，從而失去從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獲
利的機會，那其他國家的投 資者則會伺機而上。

除了限制儲蓄者的投資選擇外，干預和政治化
境外資本流動還將損害美國企業和金 融市場的長期
競爭力。如果美國市場無法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投資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的機會，那這些投資者將轉向倫
敦、香港和其他地區。從長遠來看，這將嚴重削弱
美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被動金融投資不是威脅，而是美國國家安全的
關鍵支柱

撇開經濟爭論不談，鷹派人士正以國家安全的
名義呼籲限制中國的金融投資。問題 是，這些論點
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與直接投資不同，中國持有美國證券是
以長期受益和有限管理為出發點的被 動投資，不會
涉及任何所有權控制，投資者也不會因此獲得智慧
財產權或商業機 密。在一些例外情況下，少數股權
可能會產生影響，但根據新的《外國投資風險評 估
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
ernization Act，簡稱 FIRRMA），美國監管機構透過

加強投資審查程序，已經擁有了對這些案件的管轄
權。

其次，我們不應在財政上支持威脅美國國家安
全利益的企業，例如與中國軍方合作 的企業。這些
案件可以在美國現行制裁制度下處理。因此，兩國
之間完全沒有理由 全面禁止或 「全面」 金融分立。
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一刀切。

最後，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我要強調，開
放的市場正是美國能夠在全球行使金 融權力的原因
。美國能夠對美國以外的企業實施制裁並行使長臂
管轄權，正是因為 它創造了一個開放而強大的市場
，任何一家全球營運的企業都想進入這個市場。破
壞這種特權來進行政治博弈或取得短暫利益，就長
期來看，對我們是有害的。

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解決方案，不是華而不實
的說辭 最近出現有關金融市場分立的空泛意見，
與其它領域中不負責任的言論不謀而合， 即對中美
關係的不信任。這些言論為零和心態的民粹主義和
一些以偏概全的論點提 供了溫床。如果我們將其視
為解決中美關係的方法，則會給我們的經濟帶來巨
大的 代價，而且將損害我們的長期國家利益。世界
是複雜的，我們需要有針對性和有效 的政策來緩解
我們的顧慮。我們必須加倍努力，弄清楚哪些風險
是真實存在，哪些 是想像出來的，並合理分配我們
有限的政治和貨幣資源在必要領域，以實現生產成
果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讓金融市場遠離貿易戰讓金融市場遠離貿易戰
吳建民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著著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最珍貴的天然免疫增强劑最珍貴的天然免疫增强劑

大量研究證明，綠蜂膠能刺激免疫
機能， 增加抗體生成量，增強免疫細胞
活力，調節機體的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
疫功能。而且能明顯增強巨噬細胞吞噬
能力和自然殺傷細胞活性，顯著強化細
胞免疫功能與體液免疫功能，對胸腺、
脾臟及整個免疫系統產生強有力的功能
調整，提高人體抗病力與自愈力，助人
體抵禦各種疾病侵襲。人到中老年，機
體免疫能力顯著下降，服用野花牌綠蜂
膠(Apiario Silvestre)，強化免疫，是抵抗
疾病、保持健康非常有效的方法。

實驗證實綠蜂膠對流感病毒有明顯
抑殺作用，同時能增强免疫力。長期堅
持食用綠蜂膠的人極少有患流感的事實
，便是最有力的例證。 而世界衛生組織
也正討論考慮將綠蜂膠納入他們營養與

健康的計劃之中，研究人員也通過更詳
盡的研究發現蜂膠對各種呼吸道炎症和
腦炎等有確切的效果，並對綠蜂膠的價
值已有更清楚、更正確的定位。

綠蜂膠提高代謝率，促進細胞組織
更新。服用巴西綠蜂膠，能促進肝細胞
能量代謝、蛋白質及核酸合成，促進肝
臟修複，從而有效排除體內代謝廢物，
保持人體的健康活力 。許多堅持服用綠
蜂膠的人反映“喝了綠蜂膠兩三個月以
後，皮膚變得光澤、紅潤”。綠蜂膠活
化細胞 ，淨化血液，使人獲得了內在的
真正健康，從而顯得年輕、更具活力。

綠蜂膠抗氧化、增强免疫效果卓越
，是保持人類健康長壽的最有效的物質
。衰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提高
機體免疫力，減緩衰老，讓人類活到大

自然所賦予的最高壽限，則是可能達到
的。自1982年以來年市場實踐證明，野
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對人體全面
綜合調理，絕無任何副作用。無論男女
老少，從2歲至100歲都適合長期服用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日本和歐洲科學家還分析出巴西綠
蜂膠中的Artepillin C和 CAPE等是發揮療
效的重要活性成分，並指出不同產地和
不同植物來源的蜂膠，其有效成分的差
別較大，直接影響蜂膠的藥用價值。他
們建議以天然總黃酮類(total flavone
and flavonol content)和天然總酚類（to-
tal phenolics content）含量作為評價蜂
膠品質的標準，這些參數直接關係到蜂
膠的生物活性和療效。經日本和巴西權
威等實驗室檢驗：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
高，淨濃度85%，黃酮類含量16.9mg/
ml、酚多體3.5%，無蜂蠟，無酒精，無
甲醇等有機溶劑，不含任何重金屬有害
元素，野花牌綠蜂膠擁有國際生產優異
品質GMP Site license#300909、全球最
嚴格食品安全體系 HACCP 質量認證
BR13/7429、加拿大官方天然品 NPN#
80006418、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 #
10328566522等多重國際權威認證，是
最有力、最值得信賴的健康守護者。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66-690-4888

野花為您提供便利，現可免費代寄
全球，購滿一箱即可包關稅包運費寄往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地區。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

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35-20 39th Ave. suite LL103 Flushing NY
11354, USA

北美免費咨询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
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

您健康！

陳文城陳文城中美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中美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1010月月55日中美家族財富管日中美家族財富管
理懇談會理懇談會((上午場上午場))，，及台美家及台美家
族財富管理座談會族財富管理座談會((下午場下午場))，，
財務醫生陳文城談一本財務醫生陳文城談一本((或兩或兩
本本))護照兩國稅務居民的實務護照兩國稅務居民的實務
落地規劃落地規劃，，及如何讓您的財務及如何讓您的財務
生命延續生命延續100100年以上年以上。。他用簡他用簡
單易懂單易懂、、風趣的說明風趣的說明，，透過個透過個
案案，，讓與會者充分了解信託在讓與會者充分了解信託在
財務規劃中的重要性財務規劃中的重要性，，讓自己讓自己
辛苦累積的錢辛苦累積的錢，，能留在自己家能留在自己家
，，並照自己的意願使用並照自己的意願使用。。大部大部
分的與會者分的與會者，，都表示受益匪淺都表示受益匪淺
，，並期待有下一場並期待有下一場。。



BB66休城工商

Contact Kim: 832-691-4284 

Pour new concrete & repair concrete. 
We do driveways, backyard patio, & sidewalk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修復水泥地＆新水泥地
我們做停車道
後院和人行道
支持商業和住家Our Sample

COnCrete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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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現代Palisade因其一系列的駕駛便利和科技
功能而廣受認可，在競爭激烈的2019年Ward汽
車雜誌十大最佳用戶體驗排名中佔據一席之地。
這個獎項評估了駕駛人輔助科技的方便性，以及
在駕駛人不分心的情況下是否能順利獲得各種信
息與娛樂。配備齊全的Palisade以其便利的科技
功能而廣受讚譽，這些功能包含10吋的導航屏幕
、12吋的薄膜晶體儀表盤、無線充電、七個USB
插座、第二排通氣座椅表面，以及創新的車頂擴
散器通風口，讓駕駛人與乘客都能輕鬆與汽車互
動。

2020 Hyundai Palisade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計畫總監Scott Margason

表示： 「Wards雜誌對Palisade的認可再次肯定
了車內便利實用技術的重要性。全新Palisade人
性化的屏幕、高品質的材料、以及一系列的先進

安全系統反映出我們工程師研究與測試所花的時
間。與競爭對手相比，這些元素都具有非凡的價
值。」

Wards的十大最佳用戶體驗評估的目的是鑑
定易於使用的駕駛介面、易於操作的導航系統、
可靠的防撞技術，以及操作簡單的手機功能，讓
駕駛人能在汽車行駛時安全地打電話及收發信息
與郵件。

Wards雜誌資深總監Drew Winter提到： 「全
新的現代Palisade憑藉其易於使用的顯示屏幕和
控制功能，以及大量的便利科技，在三排座位休
旅車級距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極富價值的領導
車款。一連串可選配的駕駛人輔助功能、在所有
三排座椅上的充電插座，以及像是讓駕駛人能與
第三排乘客通話的創新科技功能，意味著Pali-
sade讓您隨時都能帶家人出遠門。」

全新Palisade中提供的一些便利功能包括：
• 一鍵式第二排座椅和第三排電動摺疊座椅
• 七個USB插座
• 讓駕駛人清楚看到後方乘客的對話鏡
• Driver Talk車內對話系統附後座對話與睡眠
模式
• 級距內專屬的盲點監視器，與標配的避免盲

點碰撞輔助相輔相成
• 10.25吋觸控式寬屏幕，加上12.3吋的全數位
薄膜晶體儀表盤
• 將虛擬圖像投射到擋風玻璃，以助駕駛人更
加專注在道路上的抬頭顯示器(HUD)
• 業界首創的創新車頂通風口擴散器設計，可
為後座乘客提供集中、部分，或是完全擴散的氣
流
• 可選配的Qi無線充電版，適用於兼容的An-
droid手機以及較新的iPhone
• Infinity®音效系統，採用Clari-Fi™與Quan-
tumLogic™環繞聲科技

在今年七月和八月，Wards雜誌的編輯評估
了23台備有全新或是重新設計的用戶體驗車款。
價格上限並沒有在評估的條件中，但是整體的價
值是考慮的因素之一。獲獎的汽車廠商會在十月
一日於密西根州諾維市的 Suburban Collection
Showplace舉行的Wards汽車雜誌用戶體驗會議
上獲得獎盃。

北美現代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旨在藉由銷售的每一台車，為

客戶提供設計、工程，以及價值上的卓越體驗。
現代富有尖端科技的房車、休旅車，以及替代能

源車款皆具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是我們讓
顧客放心的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
百三十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大部分藉由在美國本
土的工廠製造，像是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
製造廠。北美現代汽車的總部位於加州噴泉股，
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請至www.HyundaiNews.com查詢更多北美
現代汽車相關新聞

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 Facebook (http://
www.facebook.com/HyundaiUSAChinese/)

現代現代PalisadePalisade榮獲榮獲WardsWards汽車雜誌汽車雜誌
十大最佳用戶體驗大獎十大最佳用戶體驗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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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技最新技
術術MLSMLS鐳射治療儀無痛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快速、、有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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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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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MLS鐳射治療
儀，無痛、快速、有效！MLS鐳射治療儀是四級
雷射，非一般巿面上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
是雷射，但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雷射
專利技術領先業界20年，是唯一不會燙的四級雷

射，快速安全有效！經過FDA認可，對於治療急
性及慢性肌腱損傷、挫傷、血腫(瘀青)、退行性
關節病變以及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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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做牽引治療和MLS鐳射治療，第一次治療疼
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
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
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
，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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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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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從2017年起都需要到移民
局進行面試。面試包括申請人和申請人的
家屬。

面試時需要攜帶的文件：
雇主證明信確認申請人的具體職位，工作
職責和薪水
申請人最近6個月的工資單
雇主填寫的I-485J表格
前雇主的雇傭證明信
學位文憑
雇主和個人最近三年的報稅記錄
護照和最新I-94記錄
駕照 社會安全卡
出生證明原件
工卡（EAD）和 旅行證（AP）或 EAD /
AP組合卡

如果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未提交體檢
報告或原來提交的體檢報告過期，申請人
須提交一份由移民局授權的醫師完成的最
新體檢報告。

如果申請人曾經被逮捕或被定罪，申
請人須提交法院的結案報告和警察局的警
察報告。

面試流程
申請人應在預定時間到移民局面試。

律師可以陪同申請人參加面試。
申請人的家屬可以選擇帶翻譯一同出

席面試。申請人的親屬或利益相關方一般
不被允許擔任翻譯。

面試中，移民官將審核申請人的申請
材料。移民官還將審查用來支持申請人或
其雇主為其遞交的I-140申請的證據和文
件，以確保材料的真實性。

常見問題
在面試過程中申請人可能會被問到以

下問題：
目前的工作情況
I-140申請中的職位和具體工作職責
教育背景
工作經驗
雇主是否仍然打算聘用申請人從事

I-140中申請的職位
申請人是否仍然打算接受I-140中申

請的職位，或者是否更換過工作
申請I-140的資格
是否存在被捕，違法，未經授權工作

或對移民官員撒謊等情況
申請人配偶及子女的面試
申請人的配偶及子女也需要經過面試

。移民局一般會盡量將全家人的面試安排
在同一時間。申請人的配偶及子女一般會
被問及他們同申請人的關系以及他們遞交
I-485調整身份申請的相關信息。面試通
知通常要求以下文件：
•配偶和子女的出生證明原件
•結婚證書原件
•如果有婚史，前配偶離婚或死亡證明原
件
•每個家庭成員的有效護照及I-94出入境
記錄，以及其他相關身份證明文件

•其它證明同申請人配偶關系的證據，例
如聯合報稅、銀行共同賬戶、婚生子女的
出生證明、合影，房產契約或租約，車保
險，醫療保險以及相關文件。
•移民局向每個家庭成員發送的批準通知
和任何其它證明非移民身份的文件，以
證明每個家庭成員在美期間一直維持合法
身份的文件
•每個家庭成員的工卡（EAD）和旅行證
（AP）或EAD / AP組合卡
•如果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未提交體檢報
告或原來提交的體檢報告過期，申請人須
提交一份由移民局授權的醫師完成的最新
體檢報告
•如果主申請人的配偶或子女曾經被逮捕
或被定罪，須提交法院的結案報告和警察
局的警察報告。

在面試期間，家屬通常還會被移民官問到
如下問題：
•與主申請人關系的相關問題
•與主申請人真實婚姻關系的相關問題

理論上說，面試官無權對I-140重新審理
。但是，面試官有權向申請人核實其學歷
和工作情況，決定所提交I-140文件是否
真實。面試官也有權根據面試發現的問題
將I-140申請退回給原審理中心，建議撤
銷該申請。所以，作為職業移民的最後一
步，面談是至關重要的環節。

最新移民消息
1. 川普10月4日周五表示，所有簽證申
請人必須證明自己有醫療保險或有能力支
付醫療費用才能獲得簽證。該規則將於11
月3日正式生效。
2.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十月份移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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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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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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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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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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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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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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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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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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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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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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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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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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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移民面試須知職業移民面試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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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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8108年雙十國慶酒會年雙十國慶酒會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The ParadorThe Parador 大廳的國慶酒會現場大廳的國慶酒會現場。。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首先在陳家彥處長首先在
酒會上發表國慶談話酒會上發表國慶談話。。

聯邦眾議員代表贈送賀狀並合影聯邦眾議員代表贈送賀狀並合影。。Stafford CityStafford City 市議員譚秋晴市議員譚秋晴（（右右 ））代表代表
該市贈送賀狀該市贈送賀狀。。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 郡長郡長 KP George (KP George ( 右右 ））贈送贈送
賀狀賀狀。。由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中中

，，左左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德州州議員代表德州州議員代表（（左起左起））吳元之吳元之、、DennisDennis
Paul , Lawrence AllenPaul , Lawrence Allen 贈賀狀贈賀狀，，由由 「「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中中，，左二左二））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出席國慶酒會的貴賓出席國慶酒會的貴賓（（左起左起））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副副
主委黃初平主委黃初平，，洪良冰洪良冰，，黃太太黃太太，，江二姊江二姊，，休大城休大城
區部王曉明教授夫婦在國慶大蛋糕前合影區部王曉明教授夫婦在國慶大蛋糕前合影。。

出席國慶酒會的貴賓合影於國慶大蛋糕前出席國慶酒會的貴賓合影於國慶大蛋糕前。。 出席國慶酒會的貴賓為國慶舉杯慶祝出席國慶酒會的貴賓為國慶舉杯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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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恆豐銀行在
本周四（10月10日）晚召開本年度第三
季度財報記者會，由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
長主持，陪同出席的還有恒豐銀行執行董
事孫定藩，陳文全，總經理張永男，公關
部經理Jennifer 周及董事長秘書Elisa Hsu
等人。吳董事長首先向大家介紹美國經濟
現勢，美國經濟周期，幾乎每五，六年美
國就有一個經濟周期。利息在月會降，也
許年底還會降。平均利息每降0.25 ，銀行
一年就會少賺220萬，在這比較頭痛的時
刻，應該早作準備。不過，吳董事長強調
：這種經濟大勢，是每家銀行都要面臨的

問題，他對恆豐銀行深具信心。
吳文龍董事長在談到第三季度銀行營

業業績時表示:大家都知道, 美中貿易戰已
經持續很長一頓時間,美聯儲在九月份進行
了第二次的降息調整,預計在年底前應該還
會有一次調整, 這意味著貿易戰對經濟產
生的負面影響開始逐漸顯露,未來, 整個經
濟開始放緩,這個時候,對於銀行的經營以
及資產良好管理能力將是嚴峻的考驗,在這
種經濟環境下, 恒豐銀行第三季度營運業
績總體看非常樂觀, 截止2019年9月30日
,第三季度財務及營運狀況如下: 總資產額
已近18億9仟万,總貸款超過15億6仟万,

資本總額2億1仟万，稅前盈餘
近2仟8佰萬元, 稅後盈餘近2仟
2佰萬,資產報酬率(ROA)1.64%,
投資報酬率(ROE) 14.7%。

吳董事長報告了新設立的三
個分行的進度, 今年年初就開始
籌備的糖城分行,隨著百佳超市
通過了各項檢驗後, 預計11月份
可以配合百佳超市的開幕順利開
始營業。 加州的阿凱迪亞的新
分行, 目前在緊鑼密鼓的裝修之
中,預計于11月底也將開幕。 內
華達州Henderson 分行, 預計在
12月初開幕。 至此, 恒豐銀行的
營業網點將上升為20家, 分別在

德州, 加州, 以及內華達州為廣大華裔民眾
提供金融服務。 經過多方的市場考察,恒
豐銀行預計明年在加州至少再開一家分。

吳董事長回顧三十多年銀行的經營歷
程,特別深刻體會到銀行對於創業初期,尤
其是華裔在美國初期創業者的重要性優質
的團隊, 專業的技能是能攜手創業者一起
達到雙方共贏的目標 。 談到明年的計畫,
吳董事長表示,經過多方的市場考察,恒豐
銀行預計明年在加州再開一家分行,本著更
多更好的服務于華裔社區,與創業者攜手同
行的原則,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會繼續擴大
經營版圖,希望每一個華人密集的城市都有
恆豐銀行的分行。

吳董事長表示, 長期以來,恒豐銀行本
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負責,對客戶負責的
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每一個貸款專案,
並嚴格控管貸款中每一個流程的正確性,因
著這一堅持,恒豐銀行增加資產的同時,也
保持著資產品質的優良。 在未來時間,恒
豐銀行將一如既往地堅持這一原則,以期在
大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始終保持穩步發展,
持續增長的趨勢。

在企業不斷發展的同時,恒豐銀行始終
不忘盡企業之社會責任, 盡己所能關心弱
勢群體,回饋社會 。 今年恒豐銀行對低收
入群體的捐款近30萬。 自2010開始,由
恒豐銀行和旅美專家協會合辦的恒豐銀行

獎學金,已經持多年,受到專協及休斯頓僑
民的喜愛,2019年獎學金目前已經開始接
受申請, 有興趣的 學生和家長可以登錄
www.capst.org瞭解詳情並申請。 吳董事
長表示,在未來,在關懷社會弱勢群體這一
方面,恒豐銀行將一如既往的盡企業所能,
讓關愛,讓正能量充滿社會並努力傳播。

恒豐銀行成立于1998年5月18日,從
臨時組合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過21年的
兢兢業業的努力,總資產成長超過100倍,

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員工超
過226人, 擁有總行和分行17處,及 1個
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之大型
華資銀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
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
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
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
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
質的金融服務。

恆豐銀行本周四召開第三季記者招待會恆豐銀行本周四召開第三季記者招待會
介紹該行第三季度財報及未來發展介紹該行第三季度財報及未來發展

傳說“看見極光就會幸福一輩子”
，人的一生總要去追尋一次極光之旅。
雖然網上流傳了太多極光的美照，但是
那種震撼人心的美，還是要自己親眼看
到，才能真正體會。

美國的阿拉斯加是全球最適合觀賞
極光的地方。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阿
拉斯加的第二大城市費爾班克斯Fair-
banks，距離北極圈僅310公里，一年
之中有超過246天的清晰夜空可以觀看
到北極光景象，有著“北極光首都”的

美稱。靠著山脈的屏障，費爾班克斯可
以避免惡劣的天氣，常年乾燥、無風、
暖和，視野開闊，佔盡了看極光的天時
地利人和，極光的追尋者們常會聚集在
此。

阿拉斯加的極光季節雖然從每年9
月到來年的4月，但是最佳的觀賞期是
10-11月和2-3月。觀測極光的時間一
般從晚上10點到凌晨2點，如果遇到太
陽活性高的時候，可能持續到凌晨3、4
點。而在費爾班克斯，甚至可以持續到
凌晨5點，時間之長，堪稱世界之最，
所以觀賞到極光的幾率也更高。

阿拉斯加的網紅星球小屋，是全美
目前唯一的180度穹頂玻璃極光屋，在
冰天雪地裡，在繁星斑斕的夜空下，泡
一杯咖啡或暖茶，舒服的躺在床上等待
極光女神的降臨，令人期待萬分。極光
小屋無法單獨預訂，只有跟團才能預訂
哦。

根據官方統計，在費爾班克斯住3
個晚上成功觀看極光的幾率在90%，住
4個晚上成功率則有97%！極光的出現
可能在深夜的任何一個時刻，需要有足
夠的耐心，當然也需要一點的運氣。極
光的出現短則3-5分鐘，長則1個小時
皆有可能，盡量跟團選擇多晚觀測極光
的行程。

除了觀賞極光，阿拉斯加還有很多
好玩的項目：遊覽聖誕老人村，尋找冰
雪裡的童話世界；參觀由一千噸冰雪所
建造的冰雕博物館；頭髮會結霜的珍娜
溫泉，感受冰火兩重天；乘坐狗拉雪橇

，或自己駕駛雪地摩托；再來場冰湖釣
魚，大餐一頓阿拉斯加帝王蟹……充分
感受冬日激情。

王朝旅遊提供多條阿拉斯加極光路
線，5天團最低只要$399起；特別推薦
「極光星球屋五天四晚」 ，團費$798/
人起。歡迎咨詢。（圖片源自網絡）

“如果你想看到世界的另一個樣子
，不妨去阿拉斯加看一場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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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阿拉斯加看極光去阿拉斯加看極光，，追尋幸福之光追尋幸福之光

圖為恆豐銀行出席第三季度記者會的代表。（左起 ）恆豐銀行公關部經
理 Jennifer 周，執行董事陳文全，孫定藩，董事長吳文龍，總經理張永男
，董事長秘書Elisa Hsu 等人在記者會現場 「Kata Robata 」餐廳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右二右二 ））介紹美國介紹美國
經濟現勢經濟現勢，，及因應之道及因應之道。。旁為旁為（（右起右起 ））董事長董事長
秘書秘書Elisa Hsu,Elisa Hsu, 總經理張永男總經理張永男，，執行董事孫定藩執行董事孫定藩
等人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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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CROFT MEDICAL CLINIC

楊美伶醫學博士 
Lily Yang, DO 
ABFM certified 
832-500-1265 
通:國,粵,英語

謝培南醫學博士 
Paul Tse, MD 

ABIM certified 
832-500-1365 

通:粵,英語

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全科專業證書 

專精:內科,婦科,兒科,全科 
主治：高血壓,糖尿病,高血
脂,婦科年檢,年度年檢等

主治
各種內科疾病 

高血壓,糖尿病,
高血脂,傳染病,

年度年檢等

週一至週五，週六預約
1429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主機: 713-781-4600

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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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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民營的艱苦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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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 Shih 施以諾博士

我們有三子三女。一九七五年三月，

紅色高棉進駐柬埔寨，在兵荒馬亂中，我

帶著兩個兒子先從金邊逃到越南，留下三

個在嫂嫂家，一個在姊姊家。

當時，很多人逃到越南，生活艱苦。

幸得友人收容，我們才有棲身之所。有一

天，我買菜回家，走到家門，搜遍全身口

袋，也找不著鑰匙。正徬徨間，見兩個年

輕女子上前，原來二人是教會的主日學老

師，要訪鄰家孩子，摸錯了門。我便領她

們去鄰居黎太太家。她們邀黎太太和我去

教會聚會。我高興地答應了。二人離去

後，我摸摸口袋，鑰匙卻好端端在口袋

裡。真這麼巧合？是上帝藉這個機會讓我

認識祂嗎？回想我在柬埔寨出生，一直迷

信偶像。每年三月是柬埔寨新年，七月是

柬埔寨的盂蘭節，我都去吳哥窟修道，膜

拜偶像。

內心得平安

一九七八年九月一個晚上，就是遇見

那兩位姑娘後一天，我徒步走到生命堂。

那是我第一次去禮拜堂聽講道，覺得道理

很好，很受感動，不禁流下淚來。那天鄭

綺麗傳道講道後，問是否有人願意相信耶

穌，我立刻舉手決志，深深醒悟自己一直

錯拜假神。她邀請我跟著她禱告。之後教

會的聚會我都參加。

第二個主日，我才坐下，就看見小

兒子在唱詩班中。原來他也去了主日學，

並參加了詩班。本來他很淘氣、反叛，打

罵也不受教；但那段日子突然聽話了、乖

了，相信是上帝改變了他。那天，看見

他唱詩，我心很受感動，自此我不間斷去

教會。稍後，我上慕道班，讀了三、四個

月，經考問信仰真理後，接受洗禮。自此

心中釋然，把一切交託給上帝，不再為孩

子牽腸掛肚。

在此之前，我去柬埔寨尋找失散了的

子女不下二、三十次，每天到阿婆廟痴痴

地等，等了幾個月，仍找不著。最後再上

金邊，終於找回當時十六歲的大女兒。至

於老三、老四、老五，嫂嫂說，她親眼看

見他們餓死。我聽後獃住了。最後只好忍

痛帶著大女兒、嫂嫂，和她還活著的兩個

子女一同回到越南。

入住難民營

不久，越共進駐南越，禁止我們在

大城市居住，把我們分配到經濟區。他們

先把我的大女兒帶走，接著就是我們夫婦

和兩個兒子。國際紅十字會補給我們油、

米、鹽等。因我們是逃難到越南的，必須

回到難民營才能擔保出境。難民營是個橡

膠園，裡面的茅屋沒屋頂，要自己蓋。不

料，第二天就被風掀起屋頂，甚麼都被雨

水淋濕了，生活很苦。營內環境惡劣、危

險，因是橡膠園，蛇蟲常出沒。聚會時，

有人曾被近呎長的蜈蚣爬入身體，或被蛇

咬，有些更是兩頭蛇；但感謝上帝，我們

全家在營中蒙恩得救。在上帝話語的教導

下，我們在各方面日漸長進，全家都有很

大改變。之前我常思念失散死去的家人，

心中悲悽怨憤；信主耶穌後，有主同在，

人變得單純了，漸漸能夠放下，不再終日

怨嘆憂傷。主耶穌挪去了我們的傷痛，使

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

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

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

己。

◎10-09周三禱告會信息

推行事工的關鍵：建立團隊

（三）君王

以弗所書四章11-16節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3直等

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

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14 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詭

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 唯用愛心

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

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如何建立團隊：

A. 幫助成員找到角色:
要有清楚的異象使命和價值觀

B. 團隊中的三類角色

  a. 使徒和先知：

    1. 抓住異象

    2. 抓住愛的團契

    3. 抓住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4. 抓住教會建造藍圖的領袖人物

 b. 傳福音的：外展、去不斷地得人

 c. 牧師和教師：裝備、訓練、造就、

輔導和醫治

C. 人人起來事奉

D. 隨時預備接棒人：

  「要收的荘稼多，做工的人少。」馬

太福音九章37節
禱讀經文

以弗所書4章11-12節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我成為新造的人。我常看屬

靈書籍，參加祈禱會，禮拜

天敬拜上帝。實在看見上帝

的恩典。起初，非基督徒不

喜歡我們，因他們拜偶像，

大家信仰不同，但後來都說

我們好。

上帝保守祝福

難民營中有六、七家基

督徒。我們請他們聚會，於

是搭房子，辦主日學，有幾

位弟兄姊妹教主日學，我從

旁協助。有些主日學學生比

我們更淒涼，年紀小小，就

與父母失散，只跟著婆婆或奶奶，很多成

了孤兒。孩子們都聽話受教，下雨時赤著

腳以大蕉葉遮頭走來上課。室內沒電燈，

只點小油燈。兩、三年後，孩子們都會唱

詩了，每逢月夜就圍在一起唱詩歌。這些

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深深感受到上帝

的恩典充沛，數之不盡。

主日學學生有幾十人，難民營長責備

我們開課教書而不上報，也沒納款。我們

解釋說，主日學學生是不用交學費的，他

們所用的筆墨，是我們領了外匯郵包買給

他們的，他們沒麵包，我們也給他們買。

孩子們都異口同聲說，東西是我們買給他

們的，他們沒錢給我們。結果，營長向我

們借聖經看。幾個月後，他問我：「為甚

麼妳常說『阿們，阿們』？」我說：「是

呀！是我們誠心向上帝禱告。」他聽後也

沒怎樣責罰我。本來以為他們會把我關禁

起來，怎料放我回家。真感謝上帝保守！

我們在難民營內有好行為，主日學的

孩子都比以前聽話，不再在家搗蛋鬧事。

家長們覺得我們辦學好，願意認識我們，

甚至將家裡的雞蛋賣給我們，讓我們復活

節有足夠數目做復活蛋送給孩子們。

就這樣，我們在難民營度過了十二

年，眼看著他們一家家移民加拿大或澳洲

等地。一九八七年紅十字會告訴我們，外

子的姊姊擔保我們移民美國。回顧那十二

年，實在看見上帝在我家行了很多神蹟奇

事。例如，我們種地的收成比別人多，禮

拜天敬拜後可與弟兄姊妹分享。外子本是

從商，那時學會種節瓜，別人的只長出

一、兩個，他的竟長出六、七個。小兒子

養雞，別人的只孵出八隻、十隻，而他的

竟孵出四十一隻。實在奇妙！

抵美的初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我們夫婦

帶著兩個兒子先到美國。當時大女兒二十

歲，由於年齡問題，要獨自去菲律賓讀書

六個月。我們須先到泰國接受身體檢查，

十一天後再乘直航機飛美國。抵美初期，

生活艱難極了。離境時每人限帶兩錢金

子，甚麼都不准帶，房子被沒收。我們全

家只有四錢金子，在泰國十一天，買食物

已差不多用光了，故抵美後身無分文。初

時又找不到姑奶，不少人曾幫我們以電話

聯絡她，她不大懂英文，人們就以為她搬

了家，然後把我們送到馬利蘭州的基督教

總部。其實姑奶仍住在三藩市，幸好不到

一個月便與她聯絡上，我們又返回三藩

市。

姑奶租住唐人街中信福音中心斜對面

的樓上，她說住在那裡，找工作較易。為

了生活，抵達兩、三天，兩個兒子都做工

了。小兒子半工半讀，大兒子做全職，起

初在餐館收拾碗碟，稍後升為廚子。有人

介紹我們去三藩市宣道會，可是找不到；

於是我打電話給羅省宣道會的傳道人，他

替我們聯絡到教會。原來他們當時租用一

個外國禮拜堂聚會。黃家麟牧師來找我

們，弟兄姊妹很有愛心，接載我們去聚

會。

不久，他們介紹我做工，只是陪黃

原素老牧師用膳，不必做其他工作。他老

人家當時九十幾歲，性情溫和，很容易服

事。黃老牧師只喜歡服事人，不要人服

事。他在宣道會事奉了幾十年，退休後仍

在教會服事。他女兒退休後便親自照顧爸

爸，我就去糖果廠工作了一段日子，直到

六十五歲，因是難民身份，政府仍每月給

我生活費。感謝上帝，近年我和外子入住

了老人公寓。

恩典與事奉

一九九三年新春，我有機會遊覽聖城

耶路撒冷十二天。全團共四十一人參加，

我們遊遍聖經所提到的地方。行程雖很辛

苦、疲累，但非常開心。牧師帶著我們邊

行邊講解，資料豐富又真確。

住三藩市十幾年，我常到中信福音中

心服事，例如幫忙煮些食物和湯，在家弄

好帶去中心。住進老人屋後，去中信要步

行三條街，加上近年膝蓋有問題，行動不

便，就只能做些甜點帶去。我常鼓勵長者

多去參加中心的活動，請他們吃東西，勸

勉他們不要計較子女少來探訪，要體諒晚

輩工作忙，有自己的家庭，只要知道子女

一家平安和睦，就要感謝上帝了。

回顧過去八十多年，總覺得在難民營

的日子最珍貴，讓我認識主更深。當時有

機會在主日學事奉，又常看屬靈書籍，很

懂得珍惜和把握機會親近上帝。雖然食物

短缺，營養不良；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一

家沒有甚麼大病痛。上帝一直托著我們，

叫我們內心平安、喜樂。當時真是天天有

主的大恩典，叫我現在想起常感虧欠。

喜樂度每天

我從小名字叫「歡樂」，「歡樂」一

名很適合我。即使在越南住難民營，食住

俱差，但因有主耶穌，就充滿喜樂，心中

有平安，沒驚懼；同營內那些拜偶像的人

就不同，他們一天到晚講鬼神，特別怕黑

怕鬼。我們相信耶穌的，心裡平安，甚麼

都不怕，深知有主保守，祂會為我們承擔

一切，就充滿喜樂度過每一天。

（文載自［中信］／余黃國凱採訪）

◎黃霍歡樂

禱◆告◆會
◎9-25周三禱

告會信息

推 行 事 工 的

關鍵：建立團隊

（一）先知

以弗所書二章10節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

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

清楚團隊的使命意象

a. 先知性-要清楚異象，使命，信念。

b. 一要三招-----
一要：知道耶穌無條件愛我。

第一招：「親近主」每天藉著讀經、

禱告，與主耶穌基督親密互動。

第二招：「生死盟」與其他基督徒在

個人生命、服事異象等方面相互扶持。

第三招：「服事神，服事人」積極在

家庭、社區、職場（包含學校）中服事

人。

2. 愛的團隊是方法是目標

a. 藉著弟兄姊妹愛的團隊，讓事工能

繼續有傳承！

b. 藉著事工，使弟兄姊妹被建造，被

成全，更多愛耶穌，認識耶穌，這是團隊

建造的目標跟異象。

禱讀經文

以弗所書二章10節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

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

◎10-02周三禱告會信息

推行事工的關鍵：建立團隊

（二）祭司 
以弗所書四章14-16節
14 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詭

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 唯用愛

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

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基督是建立團隊關鍵：

第一方面是先知

第二方面是祭司 
A. 祭司的職務是聯絡、連結，如何將

團隊建立起來：

  1. 建立連結，勝過自我中心 
    a. 要懂得連結，以弗所書四章15

節，「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b. 放棄主觀意識

 2. 敞開、信賴才能連結  
      a. 連結的關鍵

      b. 在愛中建立自己

      c. 建立愛的團隊

      d. 停止抱怨 
禱讀經文

以弗所書四章15-16節
15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

曾經有一位牧師的女兒，由於父親是

神職人員、宗教家，是以常被許多教徒們給

賦予諸多期待與關注，包括大家認為一個女

孩子該有怎樣的表現、一個神職人員的孩子

在眾教徒面前就該有怎樣的積極態度，而她

從小的大大小小生涯規劃，也由於認識她的

教徒多，是以常接到許多意見、關切與詢

問，而她的父母對於她能否符合眾人的期待

也頗為在意、敏感。

這位牧師的女兒快樂嗎？很難說，她

很有禮貌、笑臉迎人，但顯然很不自由，

甚至很難去追求、活出上天所賜給她的恩

賜與才華，因為處處要符合身邊素質參差不

一的眾人們的種種看法。雖說她在人前總是

面帶笑容，且成為眾人眼中很乖、很得體的

人，但她的境遇，卻讓我想到兩個字 --「纏

足」！

可不是嗎？古代總認為女人纏足很

乖、很美、很得體，纏了足的女人，總讓當

時旁觀的眾人們看了覺得好、覺得這麼做很

對，但當時眾人絕不會去考慮這種傳統綑綁

對當事人的影響；很多時候，眾人其實並

不在乎當事人能否活出上天所給她的恩賜，

不在乎當事人的前景，只在乎自己有沒有看

到自己想看到的畫面，當然，每個人隨著視

野、心態與格局的不同，所想看到的畫面與

要求程度也都不一樣。

這種眾人的心態，常易使得當事人活

在一種「完美主義」的壓力中，不得不屈

服、不得不迎合，甚至不時驚恐自己有沒

有活出大家當下所想看到的樣子，但這種顧

忌與綑綁，也就讓當事人像被「纏足」了

一樣，無法讓自己的人生大步向前！可嘆的

是，當當事人越走不出自己的路，越沒有應

有的成就時，「眾人」就越會覺得他們有資

格去對當事人品頭論足、提供意見，然後當

事人就會越疲於應付眾人的種種意見，就越

活不出自己的路線，越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上述這種來自眾人眼光過度關切所帶

來的「完美主義」的壓力，可能發生在很多

公眾人物或傑出人士的子女身上，而這種境

遇就像「心靈的纏足」！其實是一種文化暴

力。如果您是上述案例中的「眾人」，其實

不妨把焦點多從當事人的身上轉回自己的

身上，因為當事人其實沒有義務要配合您，

去活出您想看的樣子，您的人生，一定也還

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而如果您是上述案

例中的「當事人」，也請記得不要把您的人

生用來忙著迎合某一小群人的種種期待與

完美主義，那樣格局太小、且不是上帝造您

的目的，上帝造您，是要您積極尋求並活出

祂所給您的恩賜與路線。

完美主義，就像「心靈的纏足」！對

當事人無益。是以不要去加持它、也不要太

去迎合它，我們的人生才能真正樂活。

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什麼工

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帖後 3:11）

完美主義，就像「心靈的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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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不是妹妹亲口告诉我，我

不相信妹妹这么清高的一个人，竟然干

起了网络兼职，更惨的是她入坑太深、

太水。

之前偶然的机会，妹妹在网上看到

打码赚钱（就是输入验证码）的广告，

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两个月的打码生活，

差点累“吐血”。

打码赚钱不同于打字赚钱，不按字

数算钱，而是按照输入验证码的个数算

钱，且佣金是打字赚钱的二十分之一。

我查看过网上关于打字赚钱的薪酬

是1000字20元，而打码是10000个10块

钱，且不说打码赚钱是真是假，辛苦程

度可想而知。

假设我今天想赚20元，一秒输入一

个验证码，在保证效率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我要坐在电脑前不吃不喝连续工作

5.5个小时。

我曾经问过妹妹：“你一天最多能

打多少个？”她说：“12000个撑死了，

而且很累，最近颈椎都出问题了，打错

了还要双倍扣钱的，一天也就挣个10元

钱左右，但是很辛苦，像个机器一样。

”在我的劝说下，她放弃了这个兼职，

开始出去找工作。

妹妹现在工资一个月4000元左右，

在我们家乡薪资还算不错的，当初打码

赚钱一天也就10块钱，一个月300元，

而且时间长了人也会得病，还没有进步

空间可言，“垃圾兼职”真是害死人，

空耗一个人宝贵的时间，但那些不分轻

重任意兼职的人，也只能让人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01淘宝刷单

现在淘宝刷单已经成为每个店铺不

可言说的秘密，他们雇佣刷手在自己的

店铺内伪造下单和好评，刷手一单赚2-8

元不等，平均一单耗时15-30分钟。

我一个朋友曾经注册了好多淘宝账

号，专门用来刷单，只要下了班就定在

电脑前抢单，一个月赚了200元，还不

如她一天挣的工资，而且每天都过得很

疲惫。

为什么淘宝刷单简单易操作我还是

特别不建议大家做呢？刷单行为在法律

上属于欺诈行为，一旦积累到一定次数

，达到一定金额，就会触犯相关法律，

非常不可取。

总之，你最终刷掉的是你的时间和

信誉，对你以后也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以后你在逛淘宝店铺看到那些好评的时

候，你还会再相信吗？相比而言，你失

去更多。

02手机赚钱

手机赚钱号称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就

可以赚零花钱。

首先你需要下载一个专门的APP,然

后按照要求下载使用里面提供的软件，

比如你下载一款游戏软件，然后按照平

台要求第一天使用15分钟获得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折抵1块钱，第二天再继续

试玩1个小时，充值的话有更多金币奖

励，总之你会发现不仅你的时间没了，

而且你充值游戏的钱早就超过了你试玩

的佣金。

说白了，手机赚钱只是一个幌子，

引诱你充值消费，或者穿插投资理财的

广告诱使你投资才是真正的目的，很多

时候别说赚钱了，钱被骗了很久以后才

回过神来。

03代考试

代考试其实就是“枪手”，别人通

过某个平台找到你，在规定的考试时间

内，你代替他人去参加考试，监考老师

早就被公关拿下，证件不对也会放你进

入考场，而你只需将别人整理好的答案

抄上去，基本上你就赚了20-50元。

这种考试通常安排在周末，考场往

往设置在郊区，监管不严，而且这种挣

钱方式轻松又高效，好多人抢着做，你

一个双休能挣个20-30元就不错了，中间

还不算来回奔波的路费。

这种挣钱方式也涉嫌欺诈，我真心

奉劝那些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代考人员：

正确的金钱观可比挣小钱重要多了，你

不能让这些钱扭曲了你的金钱观，冲击

着你的价值观。

04发放传单

发传单应该是众多兼职中最火爆的

一款了，我身边的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

干过这个兼职，只要到了周末，总会看

到一群人急急忙忙出了校门，到固定的

点领取传单后开始发放传单，甚至有人

为了所谓的独立，多挣些钱，逃课也要

去。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20岁左右就是

应该集中精力读书学习，积累文化知识

以备将来所需。等你出了校园再去学习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充足的时间，钱以

后可以挣，但是请你该好好学习的时候

做个好学生，不要目光短浅，为了小钱

丢掉未来。

为什么说有些兼职十分“廉价”呢

？

01付出的时间与获得的价值高度不

匹配。

文章开头里我妹妹兼职的故事就是

一个很讽刺的例子。一天最多挣个十几

块钱，而你不但学不到任何东西，时间

长了就是个工作机器。

这份兼职给我的感觉就是时间与金

钱不成正比，用这些时间都可以多读几

本专业书，或者考几个证书，然后找一

个靠谱的工作，既可以好好挣钱也可以

提升自身的能力，这才是一份工作应该

有的价值。

但凡是那些占用你过多的时间与精

力的兼职，都是付出与获得及不匹配的

，我们苦读20年，不是为了眼前这些小

钱，而是为了我们未来发展得更好。

02为了赚钱而赚钱，荒废了学业，

得不偿失。

为了赚钱而赚钱是非常不可取的，

大学里的兼职，如果与你的专业相关，

能给你日后所从事的职业带来经验，那

么还是可做的，但是为了挣钱，荒废学

业，经常挂科就非常不可取。

年轻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学习

积累自身价值，而不是为了赚取眼前的

小钱，透支未来的精彩。

大学时，好多同学都兼职赚钱，买了

好多我没听说过的化妆品，穿着好多漂亮

的衣服，而我的大学室友小林却整天端坐

于图书馆看书学习，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

一，并且凭借优秀的成绩各种奖金不断，

毕业后很快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反观那些沉迷于兼职的同学，大学

成绩一塌糊涂，别人在准备面试的时候

，他们在补考，不然毕业都成问题。

03限制你的眼界，透支你的未来。

眼光长远的人，即使走得慢，也会

在某个时刻赶超所有急功近利的人。急

功近利的人总想着在短时间内得到成果

，不去深耕，而有眼界的人却愿意花很

长的时间做好一件事，早晚会成功。

演艺圈里靠流量存活的艺人火爆一

段时间后便偃旗息鼓，从此销声匿迹，

反观那些靠打磨演技，成功走红的艺人

，哪一个不是作品与口碑双丰收，至今

事业红红火火？

著名演员赵丽颖在籍籍无名之前，

跑了10年龙套，期间一直踏实演戏，苦

练演技，最终走进大众视线，成为不可

忽视的新生代演员之一。

你靠兼职赚得的钱，只能满足你一

时的需要，而你不为日后打算，透支未

来赚取小钱，最终坑害的是你自己。

我们需要工作体现自己的价值，而

那些“廉价”的兼职只会将你拖向欲望

的深渊。未来可期，你不需要透支未来

，去证明现在的价值，因为不值得。

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要告诉大家

要远离兼职，而是在保证学业、主业的

前提下，选择那些能让自己能力提升、

有助于以后发展的兼职。否则，因小失

大，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工作6小时，收入20元
年轻人就该如此廉价？

中年人的婚姻，是支离破碎的。

精神出轨、肉体出轨或半死不活的

无性婚姻。

大多以此为主旋律。

据民间不完全统计，中年婚姻70%

都是无性婚姻，包括那些看上去美满的

。

危言耸听，也许你会这么说。你并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那些在外人看来美满和谐、人

人称羡的模范夫妻，其背后的相处模式

，一下子被戳破了。

婚姻是美好的，这种粉饰太平的想

法，被所有置身于婚姻中的人，莫名其

妙地、高度默契地维护着。

不能讨论、不能公诸于众。否则，

天下大乱。

一位男性友人，他既不满婚姻的现

状，又碍于种种原因，不愿大动干戈地

离婚，所以，一个人横跨大半个中国，

到另一个城市去发展。

一开始提到婚姻这个主题，他俨然

是一副“别跟我提这事”的表情。你只

好给他足够的时间。

因为，他并不是真的不想提，只是

因为，这是一件“说来话长”的事。婚

姻中的种种琐碎、拧巴、争吵、冷战

……一言难尽。一地鸡毛。

每每听到这位来访者讲他的家庭，

我不知怎么，总能莫名其妙地想起一句

宋词——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

个秋。

恰好应了现在的景。

现代人的婚姻，压力太大，很多时

候，你想要阳春白雪，结果却是下里巴

人。

没结婚的，几乎不管什么年纪，父

母都会拼命地催你结婚。

结了婚的，你觉得完成任务了？那

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个开始。证一领

，酒席一办，父母就立刻添一心病：什

么时候生孩子？

最后，生不生孩子，都能跟孝不孝

顺扯上关系，完全是道德绑架。

生了孩子的，也会面临来自社会舆

论、周围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当然，

还有父母，甚至是自己灵魂深处的拷问

：到底要不要二胎？

不要二胎？那也别高兴得太早，只

一个孩子，也足以把你牢牢地绑住。

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

，科学的教育理念又倡导父母自己管教

孩子，千万不能把孩子扔给长辈，这是

不负责任！

这下倒好，孩子的事情，你

还要一手操持。我身边几乎所有

的年轻父母们，都有这样一个共

识：公司下班，回家上班。

再看职场，人到中年，可谓

危机四伏。那些95后们，大学

刚毕业，聪明、能干、素质高、

学习能力强，一个顶你俩，工资

只要你的几分之一，你能没有压

力？

跟爱人商量一下，要不就一

个人工作，另一个人辞职照顾家

？

有了这个想法，你就又犯错

了。

首先，你每天一睁眼，房贷

就一两万。上有老下有小，全是

开销，少一个人赚钱，日子根本

过不下去；

其次一方不工作，也不利于

家庭的稳定；

最后，人家那些比你有钱、

比你出身好、比你更优秀的人，

都还在比你更努力的工作，还在

跟生活死磕，你哪有资格谈“佛

性”?

不工作？那简直是自我放弃

。

那好，我们强行打起精神，

准备好好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却发现，

人到中年，岁月不饶人，身体每况愈下

。

想当初上大学的时候，熬夜打游戏

的打游戏、复习考试的复习考试，第二

天起来，还是一条好汉！

现在倒好，九点多就困的不行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想“躺平”……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下班回家，把

车开到楼下，愣是不愿意回家，非要在

车里“静一静”，享受一下，一个人独

处的时光。

乍一听，很扎心；仔细一品，正常

需求。

在这360度无死角的压力中，你想

要情趣，想要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谈何

容易？根本无暇顾及。

但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依然

是一个家庭的基石。

人生就像一部电影，如果你的婚姻

质量不高，电影的背景音乐，都会是悲

凉、沉重的基调。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弥漫心境。

婚姻质量不高，你整个人的心境，都会

是萎靡的。它就像一块不足为外人道的

伤痛，慢慢吞噬着你，宛如一个黑洞。

婚姻质量高与否，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衡量标准：性生活。

很多外人眼中的模范婚姻，都是无

性婚姻。无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多，从两性心理学角度来看

，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没有性生活，说明夫妻间的

沟通以及感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障

碍，这背后折射出的，可能是很严重的

问题。包括你们相异的生活目标、志趣

爱好、生活理念，甚至是价值观。

其次，国人性生活不和谐，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性对性需求

的表达，都不够顺畅。

一般来说，女性是羞于表达自己的

性需求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女性表

达自己的“性需求”，“性快感”，是

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男人会被“性自主”的女性吸引，

但是并不愿娶她们为妻，这是社会文化

后天带给我们的思想桎梏。

男人在性需求表达上，也有问题。

男性觉得自己是一个“捕猎者”，

是英勇的。他们表达性需求会很谨慎，

因为一旦表达，自己就必须表现得很

“神勇”，否则，就是对他们阳刚之气

的巨大打击。

所以，男性尽管会表达，但这个表

达的过程，也显得内心戏很多、顾虑重

重。

最后，在性的表达方面，有一个很

容易被忽略的现象：圣母-妓女情结。

《欲望都市》里，就有一个体现

“圣母-妓女”情结的桥段：

崔无法和自己的妻子发生性关系，

只能对着色情杂志里的女郎发泄。

因为崔觉得，自己的妻子是神圣不

可侵犯的。一个圣母，怎么能有性欲呢

？他这样想。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对男女刚

开始谈恋爱，尤其是在没有完全确定关

系的时候，彼此的性吸引力是最大的。

一旦确定关系，马上就会对这个

“固定的原配”失去兴趣；或者，结婚

前，性生活还不错，但结婚后很快就厌

倦了；这个现象最晚会延迟到生娃之后

。

“我的妻子、孩子的妈妈，怎么会

有性需求呢？”

这是许多男性心里的独白。

中年婚姻的真相，像一层窗户纸，

你懂我懂，糊着的时候，皆大欢喜，却

经不起轻轻一戳。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掩

耳盗铃。得过且过，那是上一辈人的生

活方式。总不能时代进步了，物质条件

提高了，我们的情感需求还停留在初级

阶段。

有问题了，一定要正视它，解决它

。

一位心理学导师，曾经说过这样的

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无法解决

的问题。所谓的死结，只是你不愿意花

费时间和力气打开而已。

人事繁杂，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事

、有一些重要的人，值得你花费更多时

间，认真应对。

以足够的爱和耐心，去对待你爱的

人，要相信，幸福的大门，会渐渐为你

打开。

中年婚姻真相：10对夫妻，7对没有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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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許氏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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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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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必備識別證件

未持有合格投票的照片識別證件

之選民可免費向 Texas 州公共安

全部 (DPS) 申請選舉個人識別證

(EIC)。詳情請致電 (512) 424-

2600 或上網查詢

http://www.txdps.state.tx.us/

DriverLicense/electionID.htm

* 美國公民證除外，年滿 18至 69歲的選民在投票所的選民資格確認所出示的識別

證明，必須是現行或已逾期但不得超過 4年。年滿 70歲及以上的選民則可出示上

列其中一項合格識別證明，若該識別證已逾期仍舊視為有效證件。

由 Texas 州公共安全部 (DPS)

所開立的 Texas 州駕駛執照

若持有下列其中一項帶有照片的識別證件，

在親自投票時，必須出示該證件 *

由 Texas 州公共安

全部 (DPS) 所開立

的 Texas 州選舉個

人識別證

由 Texas 州公共安全部 (DPS)

所開立的 Texas 州槍枝執照

包含個人相片的美國公民證

美國護照 ( 護照正本或護照卡 )

附個人相片的美國軍

人識別證

由 Texas 州公共安全部 (DPS)

所開立的 Texas 州個人識別證

請注意 : 出示 Texas 州駕駛執照或 Texas 州個人識別證可加速選民登記核對的流程。

未持有，且有合理理由無法取

得其中一項識別證件的人，必

須在投票所填寫具結書說明理

由，並出示下列一項所需文件

的正本或影印本 :

選民若無法出示任何一項合格的照片識別

證或輔助文件，可投臨時選票。該選民必

須簽署臨時選票具結書，並在選舉日後 6

天內至選民登記官處出示合格照片識別證

明，以確保其選票被納入計票。

豁免 : 殘障選民可向該縣市的選民登記官申請永久豁免

出示合格照片識別證或於投票所簽署無識別證明合理原

由具結書。選民如因宗教異議而不得被拍照，或選民未

出示一項合格照片識別證，或因某些自然災害而簽署無

識別證明合理原由具結書的選民，可以申請暫時豁免出

示合格照片識別證，或於投票所簽署無識別證明合理原

由具結書。詳情請聯絡當地的選民登記官。

一份附有姓名與地址的政府文件，包括您
的選民登記證

現行的水電費帳單

銀行明細表

由政府單位開立的支票

薪資單

(a) 已認證的國內 ( 於美國國內或轄區 )
出生證明或 (b) 由法院受理確認選民身份
的一項文件 ( 可附上國外出生證明文件 )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
www.HarrisVo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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