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19年12月7日 星期六
Saturday, December 7, 2019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

(382) 343-5416
R01- Shirley Li 美玲地產-4C_567

煲
來
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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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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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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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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李佳芬抵休士頓

圖文：秦鴻鈞

（本報訊） 「台北經文處」余欣
嫺秘書在休市工作六年，將於明年一
月十八日任滿返國。由於余秘書平日
工作認真，待人誠懇親切，在休市有
不少好朋友。昨天晚上，就是她的好
友們在 「東海海鮮酒家」為她備置了
一個別開生面的送行晚宴。晚宴上並
由趙婉兒代表大家贈送了 Gift Card，
以及由嚴杰、何怡中夫婦贈送禮品。
為余秘書在美留下了美好的友誼及回
憶。（圖一）為所有出席好友與余秘
書（前排中）合影。（圖二）為趙婉
兒（右）代表大家贈送余秘書（左 ）
GiftCard。

休士頓僑界社團領袖昨晚在東海設宴休士頓僑界社團領袖昨晚在東海設宴
歡送歡送 「「經文處經文處」」 余欣嫺秘書任滿返國余欣嫺秘書任滿返國

【本報訊】中華民國第十五屆總
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士訪美
團將於12/12/2019下午抵達休士頓接
著一天半緊湊的行程拜會僑社和僑胞
歡聚。

佳芬姐此行是“代夫出征”，感
謝僑胞對他們的支持和贊助，主辦單
位休士頓韓國瑜後援會將於12月13日
星期五晚間6:30 PM在Lambo Restau-
rant 舉辦佳芬姐感恩餐會，目前餐票
幾乎全部售完，現只剩座位票（不用
餐 $20） ， 如 欲 購 票 請 洽 甘 幼 蘋

281-620-5557。
佳芬姐此行團隊除佳芬姐包括韓

國瑜國策顧問召集人廖達琪、雲林科
技大學材料科技研究所王美心院士、
奧運金牌國手陳怡安、磊山保經董事
長李佳蓉、韓國瑜競選總部發言人何
庭歡、台北市議員張斯綱和徐弘庭、
高雄市議員黃紹庭、海外立委童惠珍
、韓青加上助理等共計15人。

佳芬姐休士頓行程緊湊，12號下
午抵達休士頓，晚上接受恆豐銀行晚
宴款待，第二天13日上午原先預定的

記者會因為在華府 DC 已經召開過記
者會，因此其他區記者會不再舉行。

12月13日上午將安排參觀中華文
化中心，下午拜訪美南新聞並接受美
南論壇節目專訪。

13日晚間佳芬姐感恩晚宴是此行
的重點，佳芬姐會在晚會中感謝美南
僑胞對韓國瑜的支持，並希望大家回
台投票，晚宴後主辦單位將安排佳芬
姐與每桌僑胞合照留念。

光鹽社講座光鹽社講座:: 臨床試驗臨床試驗
(本報訊)主題: 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BINGO賓果遊戲
講員: Lynne H. Nguyen, MPH
時間: 12月7日,星期六,下午2-4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1, Houston, TX 77036)
臨床試驗是由病患協助進行的醫療研究，透過病患自願嘗試

新的診斷技術或療法，或自願加入特定疾病的群體接受觀察，找

出預防疾病或改善生活品質的方式。這次的講座邀
請了安德森癌症中心- Lynne H. Nguyen 講解臨床
試驗的基本概念。將會透過常規的賓果遊戲，用圖片解釋基本概
念，例如：研究，臨床試驗，臨床試驗的階段，參與的好處等。
希望在這些培訓課程中提供的信息能夠幫助個人在被要求參加臨
床試驗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Lynne在休斯敦大學獲得的理學學士學位和德克薩斯大學公
共衛生學院的公共衛生碩士學位。Lynne Nguyen是安德森癌症

中心社區參與的轉化研究中心的項目總監。她領導安德森癌症中
心努力提高少數族裔和女性對癌症臨床試驗的認識，了解和參與
。她的專長和背景包括20多年促進社區-學術研究合作夥伴關係
，社區規劃和需求評估，方案規劃，實施和評估以及健康素養和
文化能力培訓的經驗，尤其側重於解決醫療不足人群的健康差異
。

（（圖一圖一））
（（圖二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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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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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正泉博士榮獲中原大學傑出校友獎郭正泉博士榮獲中原大學傑出校友獎
（本報記者黃麗珊） 台灣中

原大學今年 10 月舉行 63 周年校慶
，十位校友獲頒傑出校友獎，休士
頓的郭正泉博士榮獲中原大學傑出
校友獎。郭正泉 1975 年來美留學
，艱苦奮鬥，先後獲得南伊利諾大
學環境工程碩士學位及休士頓大學
化工碩士、2015年UH化工博士學
位，2004 年至 2018 年擔任雪佛蘭
高級顧問，郭正泉是這化學工程領
域獲得最高職位的華人之一。

中原大學傑出校友郭正泉感恩
餐會，於 11 月 29 日中午在 Lucky
Village餐廳舉行，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教育組
楊淑雅組長、科技組李君浩組長，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全美FA-
PA 郭正光總會長，長春會柯志佳
會長，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徐秋蓉理
事長，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十全
氣功楊朝詔，松年學院張文雄特助
，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等出席祝
賀。

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冷國總
會長讚揚郭正泉熱心公益，太太林
翠梅更是募款高手，僑社公眾事務
需募款，總是四處奔走，設法為台
灣發聲。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陳家彥處長盛讚郭正泉、林翠
梅夫婦功在僑社，為台美人典範，
郭正泉 64 歲榮獲博士學位，好學
不倦令人佩服。

太空食品專家的郭正光博士,
全美FAPA總會長盛讚郭正泉博士
傑出表現，他們夫妻就像是台灣的
一家廟宇叫 「有應公」，他們兩人
就像有應有公，對僑社公共事務有
求必應，而他名字中有一個光字，
郭正泉名字中有一個泉字，兩人合
起來就好像台灣品牌牛奶 「光泉」
，突顯兩人好交情。

中原大學傑出校友郭正泉致感
謝詞鼓勵後進，人生一定要發揮所
長，擅用時間管理、練好身體，健
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郭正泉平常
以練習氣功保持活力，鼓勵大家都
習氣功強健體魄，他也強調知足常
樂、苦中作樂、及時行樂、助人最

樂，並立下終生學
習目標，再接再厲
回饋社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二左二二左二））讚揚郭正讚揚郭正

泉泉（（二左一二左一））好學不倦精神好學不倦精神，，並盛讚郭正泉並盛讚郭正泉、、林翠梅林翠梅（（一右三一右三
））夫婦功在僑社夫婦功在僑社，，為台美人典範為台美人典範。（。（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冷國總會長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冷國總會長（（右二右二））與校友祝賀郭正泉與校友祝賀郭正泉
（（左二左二））榮獲傑出校友獎榮獲傑出校友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僑務顧問林翠梅僑務顧問林翠梅（（左二左二））與夫婿郭正泉與夫婿郭正泉（（左一左一））一向熱心公益一向熱心公益
，，服務僑社服務僑社。（。（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歐洲和亞洲
審慎對待加密資產快速發展

在基於區塊鏈等金融科技快速發展起

來的加密資產領域，美國壹家獨大格局不

再，歐亞“彎道超車”效應初顯。在此情

況下，歐亞對這壹新生事物的監管態度和

舉措，愈加引起全球關註。

2019年，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加

密資產“神秘世界”仍呈“三足鼎立”

局面。只不過前三大玩家的排序從2018

年的“美、歐、亞”變成了今年的“歐

、美、亞”。

普華永道日前發布報告稱，在2019

年二季度全球加密資產融資規模中，歐

洲和亞洲分別占41%和26%，美洲（主

要是美國）從去年同期的51%降至28%

；在同期涉及加密資產投資並購規模中

，歐洲和亞洲總份額從去年的17%升至

50%，美洲則從80%腰斬近半至48%。這

充分說明，在基於區塊鏈等金融科技快

速發展起來的加密資產領域，美國壹家

獨大格局不再，歐亞“彎道超車”效應初

顯。在此情況下，歐亞對這壹新生事物的

監管態度和舉措，愈加引起全球關註。

歐洲：審慎趨緊嚴控風險
歐洲對加密資產管理頗為審慎。負

責金融事務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東布羅

夫斯基斯近日指出，歐盟委員會將依據

2018年3月份發布的《金融科技行動計

劃》，於2020年4月份前完成對歐盟現

有法律法規評估，確保其既不會妨礙金

融創新，又能有效保護利益攸關方，尤

其是廣大消費者。針對臉書公司的“天

秤幣”，東布羅夫斯基斯明確表示，歐

盟委員會將持續跟蹤其進展，並會同全

球夥伴動態評估其對金融穩定、貨幣政

策、市場競爭、數據隱私、網絡安全、

消費者保護、反洗錢鬥爭等諸多領域可

能造成的風險。為此，最近數月來歐盟

委員會連續發布警示，呼籲歐盟消費者

、投資者和銀行避免持有加密貨幣。

面對加密資產，歐盟經濟政策制定

者們優先考慮的兩大問題是：管什麼？

何時管？首先，區分哪些加密資產屬於

商品、哪些又屬於金融工具，這是當務

之急。目前，加密資產主要包括加密貨

幣、私人支付工具兼投機工具、首次數

字貨幣募股（以下簡稱ICO）基金等。

僅2019年前10個月，受小微企業青睞但

全過程缺乏透明度的ICO基金，其全球

融資規模已逾180億美元，較2018年全

年翻了近兩番，引發了包括歐盟委員會

首席金融科技顧問科斯騰思在內歐盟監

管層的普遍擔憂，不少成員國國內法已

將其列為眾籌工具並從嚴監管。其次，

何時幹預也是個難題。雖然法國、馬耳

他等國已分別提出立法框架，但歐盟委

員會擔心過早幹預會扼殺金融創新，進

而讓美國等其他“玩家”占據市場有利

地位。有智庫建議，歐盟政策制定者們

“務必選準從國家監管升級到歐盟監管

的時機”。

歐盟部分成員國甚至對加密資產監

管采取了較為嚴厲的態度。比利時金融

服務市場管理局接到消費者舉報，近日

針對9個加密貨幣網站發出“詐騙預警

”。出於反洗錢考慮，荷蘭金融監管部

門關閉了非歐元區國家在其境內開展

加密資產相關業務的大門，同時要求本

國同類企業須在荷蘭央行登記並接受政

府監管。正處於脫歐進程中的英國，其

金融操作管理局宣布將於2020年開始禁

止向非機構投資者出售加密資產。

亞洲：審慎樂觀建章立制
由於美元資產收益率下降和歐元區

整體進入負利率，亞洲投資者今年加大

了對收益率較高的加密資產投資力度。

普華永道報告指出，不少亞洲高凈值個

人和富裕家庭已開始提升加密對沖基金

等數字財富的持有比例，對能穩妥地通

過銀行、基金等傳統金融機構投資加密

資產的需求更日益增強。

相較於歐洲日益從嚴的做法，亞洲

對加密資產倒是展現出更具建設性的姿

態。全球法律研究中心近期發布報告稱

，新加坡、馬來西亞、蒙古等8個國家

和地區對加密貨幣持有和交易持開放態

度且尚無專門立法，日本、韓國、泰國

等7個國家和地區正在完善相關立法並

主張動態監管。對此，亞洲開發銀行專

家建議，高質量的加密資產監管有助金

融業創新發展，監管要通過建章立制、

增強公信力、消除官僚主義、強化國際

合作和政策協調等手段“追趕金融科技

的創新速度”。

以ICO為例。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和

新加坡管理大學壹項聯合研究顯示，這

種向投資者出售“數字代幣”來募集

“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融資形式，由

於缺乏諸如IPO中的股票交易機構審核被

投資者業績和財務狀況，投資者面臨信息

高度不對稱並蒙受損失的風險，日本、新

加坡、泰國、越南均發生過此類案件。同

時，由於加密貨幣價格波動幅度大，

ICO雙方均面臨資產泡沫破裂風險。泰

、新兩國學者建議，亞洲監管層在完善

制度上要註重監管和創新的平衡，既要

保護各方權益，又不能妨礙“亞洲成長

為地區乃至全球加密貨幣港灣”。

“壹邊造車，壹邊修路”，歐亞在

面對快速發展的加密資產時，均采取了

這種總體審慎、完善監管的務實態度。

BBShares負責人傑特感嘆道：“如果說

幾個月前‘天秤幣’計劃給加密資產發

展做了壹次完美的廣告，那麼中國人民

銀行計劃發行數字主權貨幣的消息更讓

亞洲乃至全球投資者躍躍欲試。”無論

如何，“既要跑得快、又要有方向”，

這應當成為國際社會運用金融科技構建

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良性生態的不二選擇。

央行將繼續保持匯率彈性
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顯著收斂

綜合報導 受到外部因素影響，今年以來人民

幣匯率走勢備受市場關註。央行第三季度貨幣政策

執行報告顯示，8月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

了7，市場預期保持平穩。

9月份以來，美聯儲兩次降息，美元指數走低，

加之市場對中美經貿談判預期改善，市場風險偏好上

升，人民幣對美元和對壹籃子貨幣匯率小幅升值。11

月5日，中期借貸便利操作(MLF)中標利率下降5個基

點，提振了市場信心，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市場

匯率先後升破7，匯率雙向浮動特征明顯。總體來看

，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今年先後采取了公開

市場喊話、發行離岸央票等措施，且都取得了較好效果

。在公開市場喊話方面，最有力的無疑是8月份人民幣

匯率“破7”後，央行行長易綱表示：“人民幣匯率

‘破7’，這個‘7’不是年齡，過去就回不來了，也不

是堤壩，壹旦被沖破大水就會壹瀉千裏；‘7’更像水

庫的水位，豐水期的時候高壹些，到了枯水期的時候又

會降下來，有漲有落，都是正常的。”11月初，人民幣

匯率又重新回到7以上，“水位論”得到了完美驗證。

在離岸央票發行方面，2018年11份月以來，

央行先後在中國香港發行了13期、1600億元人民

幣央行票據，期限品種日益豐富，並逐步建立了在

中國香港發行央行票據的常態機制。

從離岸央票的發行節奏來看，今年5月份以後

明顯加快。分別在5月份、6月份、8月份、9月份

、11月份累計發行了9期離岸央票。短期來看，離

岸央票的發行有助於調節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穩定

市場預期、打擊人民幣空頭；長期來看，有助於平

衡跨境資本流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穩定的匯率對我國資本市場意義重大。有分析

人士對記者指出，匯率穩定有助於穩定資本市場情

緒，避免順周期“羊群效應”，進而防範各類資本

市場波動疊加共振，引發、放大潛在金融風險。並

且，穩匯率壹方面有助於降低市場風險偏好，增大

市場主體對A股的市場配置，另壹方面，隨著對外

開放的推進，穩定的匯率增強了外部資金進入A股

市場的信心，進而對A股市場形成支撐。

就近期來看，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繼續在7元

關口附近波動。中國銀行業協會研究部副調研員王麗

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離岸人民幣的主要特

征表現為，離岸人民幣與在岸人民幣的價格基本趨同

，價差逐步縮小，且兩者價格時有高低，離岸人民幣

匯率不再單純的低於在岸人民幣匯率，表明市場上人

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已顯著收斂。

央行行長易綱日前撰文表示，下壹階段，中國

人民銀行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

革，保持匯率彈性，並在市場出現順周期苗頭時實

施必要的宏觀審慎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王麗娟認為，未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應

在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合理均衡的同時，進壹步增

強匯率的彈性和透明度。實施必要的宏觀審慎管理

則意味著，央行提升匯率靈活性和透明度的同時，

也會緊密跟蹤市場變化，在必要時采取相應的措施

以減少順周期行為加大匯率的實際情況的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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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性恩膏特會
12月12-15日 糖城靈糧堂舉行
活出神創造的我
【本報訊】位於糖城的 「大休士頓生命河

靈糧堂」 將於12月12-15日舉行四場先知性恩膏
特會，主題： 「活出神創造的我」 ，特別邀請
在敬拜讚美和先知性領域備受神重用的邱育慈
(Momo)姊妹擔任講員。國語講座，免費入場，
機會難得，請勿錯失。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

堂」 地址：311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位於 59
和90公路交會處，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邱育慈(Momo)姊妹係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
敬拜主領，台北靈糧堂24小時禱告殿琴與爐守
殿服事同工，同時也是Asia for Jesus超自然敬
拜學院老師，約書亞樂團 「你的香氣」 、 「穿
越」 、 「I’ll Wait」 詞曲創作人，先知性繪畫老
師等，並在 Bethel 超自然事奉學校受訓三年，

經常在世界各地帶領聚會，參與跨文化宣教，
特別有負擔協助教會建立敬拜團隊和先知性服
事團隊。

此次特會有四場公開聚會，歡迎各界踴躍
參加：

1. 12月12日 (四) 晚上7:30 先知性代禱訓
練

2. 12月13日 (五) 晚上7:30 「活出神創造的
我」 見證分享

3. 12月 14日 (六) 晚上7:30 認識先知性文
化

4. 2月15日 (日) 早上11:30 喚醒心中的渴望
Momo姊妹先知性恩膏特會詳情請洽 「大

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莫思危牧師
(281)433-0517， E-mail： rolccgh@gmail.

com，網址：www.rolcc-houston.net。

先知性恩膏特會先知性恩膏特會 1212月月1212--1515日日
糖城靈糧堂舉行糖城靈糧堂舉行 活出神創造的我活出神創造的我

今天提前投票今天提前投票!!!!!!

(本報訊)當我們進入週末，我希望你們真
正考慮一下在這個城市擁有投票權意味著什麼
。

我懇求你不要想這是理所當然。如果你曾

經認為你的選票只是投票的海洋中的一張，那
你就錯了。在這次選舉中，它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加重要。

想想看：休士頓大約10%的人口在11月的

選舉中投票。到目前為止，資料顯示，只有不
到5%的休士頓人參加了決選。你能相信嗎？
！不到5%的人口將決定如何管理美國第四大
城市!!!預算、人員、基礎設施、社區福祉——
都不到5%。這次選舉可能下降到幾百票。

讓你們的投票與眾不同。
今天提前投票!!!
你能相信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決選嗎？這

就是假期要做的。通過社交媒體、文字和口碑
，說明促進社會和諧投票日期。

EARLY 投票
12月6-7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12月8日，12月1日至6時
，12月9日至10日，上午7時至下午7時

選舉日
12月14日，上午7時 - 下午7時

光鹽社講座光鹽社講座:: 臨床試驗臨床試驗
主題: 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BINGO賓果遊戲

講員: Lynne H. Nguyen, MPH

時間: 12月7日,星期六,下午2-4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1, Houston, TX
77036)

臨床試驗是由病患協助進行的醫療研究，
透過病患自願嘗試新的診斷技術或療法，或自
願加入特定疾病的群體接受觀察，找出預防疾
病或改善生活品質的方式。這次的講座邀請了
安德森癌症中心- Lynne H. Nguyen 講解臨床試

驗的基本概念。將會透過常規的賓果遊戲，用
圖片解釋基本概念，例如：研究，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的階段，參與的好處等。希望在這些
培訓課程中提供的信息能夠幫助個人在被要求
參加臨床試驗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Lynne在休斯敦大學獲得的理學學士學位和
德克薩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公共衛生碩士學
位。Lynne Nguyen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社區參與

的轉化研究中心的項目總監。她領導安德森癌
症中心努力提高少數族裔和女性對癌症臨床試
驗的認識，了解和參與。她的專長和背景包括
20多年促進社區-學術研究合作夥伴關係，社區
規劃和需求評估，方案規劃，實施和評估以及
健康素養和文化能力培訓的經驗，尤其側重於
解決醫療不足人群的健康差異。

20192019 年台灣傳奇在休士頓感恩節遊行年台灣傳奇在休士頓感恩節遊行

台灣傳奇在今年休士頓感恩節遊行中台灣傳奇在今年休士頓感恩節遊行中，，以活力四射的台灣以活力四射的台灣
原住民舞蹈原住民舞蹈，，傳統華麗的舞龍以及可愛又充滿民間氣息的三太傳統華麗的舞龍以及可愛又充滿民間氣息的三太
子子，，受到了熱烈歡迎受到了熱烈歡迎，，行經之處無不得到如雷掌聲行經之處無不得到如雷掌聲。。

已是第三年參加休士頓感恩節遊行台灣傳奇已是第三年參加休士頓感恩節遊行台灣傳奇，，組織了龐大組織了龐大
隊伍隊伍，，福爾摩沙海外青少年文化大使恊會的年輕新血加入福爾摩沙海外青少年文化大使恊會的年輕新血加入，，使使
整個隊伍顯得朝氣十足整個隊伍顯得朝氣十足，，在遊行中備受歡迎在遊行中備受歡迎。。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模樣可愛模樣可愛，，造型俊俏的三太子造型俊俏的三太子，，站在花站在花
車中十分吸睛車中十分吸睛。。

台灣傳奇的全家福台灣傳奇的全家福，，會長羅茜莉會長羅茜莉（（中中））和夫婿和夫婿
吳而立吳而立（（右二右二），），女兒吳依霖女兒吳依霖（（右右））擔任舞擔任舞
龍教練龍教練，，兒子吳恪霖和媳婦兒子吳恪霖和媳婦（（左三左三、、左四左四））

20192019年休士頓感恩節第七十年遊行年休士頓感恩節第七十年遊行，，台灣傳奇的盛大隊伍台灣傳奇的盛大隊伍。。

福爾摩沙海外青少年文化大使恊會的青少年福爾摩沙海外青少年文化大使恊會的青少年，，是今年台灣傳是今年台灣傳
奇隊伍中的新血奇隊伍中的新血，，他們清新富有朝氣他們清新富有朝氣，，是中華文化的傳人是中華文化的傳人。。

新一代龍的傳人新一代龍的傳人，，與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與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 前右前右))，，
和陳柏妤和陳柏妤(( 前左前左))

台灣傳奇的旗幟台灣傳奇的旗幟 掛上中華民國和美國國旗掛上中華民國和美國國旗，，
洋溢著友誼和文化交流的和恊洋溢著友誼和文化交流的和恊。。

龍隊龍隊，，艷麗的出現在人們的視艷麗的出現在人們的視 線線，，將神奇的傳說呈現大家眼前將神奇的傳說呈現大家眼前。。

台灣原住民風格突出的服飾台灣原住民風格突出的服飾，，節奏強烈的音樂節奏強烈的音樂，，
配上活潑的舞蹈配上活潑的舞蹈，，令人耳目一新令人耳目一新，，在遊行時掌聲在遊行時掌聲

、、喝采聲音響徹雲宵喝采聲音響徹雲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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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璟原藝術是一家專業從事中國
字畫投資與收藏的藝術品公司。公司總
部位於藝術人文底蘊深厚的浙江省杭州

市。公司以強大資金實力及資深專
家鑒定團隊為後盾，長期在美國，
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日本，
臺灣，東南亞等國家與地區進行中
國名家書法、名家繪畫的鑒定收購
活動。在各個國家與地區均設有辦
事機構和聯絡人。從2008年自今
，該公司已在世界各地成功舉辦此
類收購會活動近百次。公司本著
“信用第一”的態度，長期以來得
到世界各地收藏者的認可與好評。

2019年 12月4日至14日，璟原
藝術將第二十六次赴美加進行中國
字畫的收購活動,地點分別是多倫
多, 紐約, 休士頓, 舊金山和洛杉磯.
收購作品形式: 立軸, 手卷, 冊頁, 鏡
框, 鏡片, 畫心, 成扇, 扇片等皆可.
休士頓站時間如下：12月9日上午

9:30 至 下 午 3:30, 地 點 ： JW Marriott
Houston by the Galleria ,515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 Meeting Room:

Dallas.
本次仍由公司副總經理周佳先生以

及書畫部主管陳立界先生帶隊。為確保
藏家放心，一律實行當場交易，支付方
式為：現金、銀行本票。 藏家可事先將
多個角度的藏品照片, 發至該公司北美征
集郵箱 us6267736336@gmail.com, 或聯
絡該公司北美辦事處代表：王玥小姐
1-626-773-6336。待專家初步審定圖片
後預約見面. 詳情請登陸公司網站：
www.jingyuanzj.com。

璟原藝術可為您提供免費鑒定及估
價服務！可以為您的中國字畫提供如何
長期保存的建議！與該公司合作可省去
中間人或公司的傭金！璟原藝術以絕對
的誠信，讓主客之間的交易放心而簡單
！請帶上您的中國字畫，來到活動現場
。

收購範圍：近現代字畫（徐悲鴻，
齊白石，張大千，李可染，黃賓虹，傅
抱石，於右任，溥儒，黃君璧，陸儼少

，潘天壽，任伯年，吳昌碩，吳湖帆，
馮超然，吳待秋，謝稚柳，陳佩秋，程
十發，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林風
眠，關良，賴少其，楊善深，章太炎，
胡適，郁達夫，康有為，梁啟超，啟功
、趙樸初，沈尹默，沙孟海，郭沫若，
林散之，李苦禪，王雪濤，唐雲，豐子
愷，王子武，鄭乃珖，白雪石，王西京
，黃胄，何海霞，宋文治，劉文西，黃
永玉，範曾，何家英，吳冠中）。

古代字畫（趙孟俯，仇英，唐寅，
沈周，文征明，陳洪綬，藍瑛，石濤，
八大山人，王鐸，傅山，張瑞圖，倪元
璐，金農，黃慎，李鱓，鄭板橋，華巖
，金農，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
，吳歷，惲壽平，鄧石如，王文治，伊
秉綬，劉墉，何紹基，趙之謙，陳鴻壽
，李鴻章，曾國藩，林則徐，翁同和，
陸潤庠）。

中國璟原藝術第中國璟原藝術第2626次北美字畫征集次北美字畫征集
1212月月99日來到休士頓日來到休士頓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一一））

1、排氣管冒黑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表明混合氣過濃，燃

燒不完全。主要原因是汽車發動機超
負荷，氣缸壓力不足，發動機溫度過
低，化油器調整不當，空氣濾芯堵塞
，個別氣缸不工作及點火過遲等。排
除時，應及時檢查阻風門是否完全打

開，必要時
進行檢修；
熄火後從化
油器口看主
噴管，若有
油註出或滴
油，則浮子
室油面過高
，應調整到
規定範圍，
擰緊或更換
主量孔；空
氣濾清器堵
塞，應清洗
、疏通或更
換。

2、車輛的排氣管排出藍色的煙霧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是由於大量機油進入

氣缸，而又不能完全燃燒所致。拆下
火花塞，即可發現嚴重的積炭現象。
需檢查機油尺油面是否過高；氣缸與
活塞間隙是否過大；活塞環是否裝反

；進氣門導管是否磨損或密封圈是否
損壞；氣缸墊是否燒蝕等，必要時應
予以修復。

3、車輛排氣管冒白煙，冷車時嚴
重，熱車後就不冒白煙了。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因為汽油中含有

水分，而發動機過冷，此時進入氣缸
的燃油未完全燃燒導致霧點或水蒸氣
產生形成白煙。冬季或雨季當汽車初
次發動時，常常可以看到排白煙。這
不要緊，一旦發動機溫度升高，白煙
就會消失。此狀況不必檢修。

4、發動機噪聲大，車輛原地踩加
速踏板時，有“隆、隆”異響，發動
機艙內有振動感。

故障判定：使用類故障。
原因分析：舉升車輛，可看到發

動機的底護板有磕碰痕跡。如果路面
有障礙物而強行通過，發動機底護板
就要被磕碰。底護板變形後與發動機
油底殼距離變近，如果距離太近，當
加速時油底殼與底護板相撞就會發出
異響並使車身振動。所以，行車中一

定要仔細觀察路面，不要造成拖底現
象發生。處理方法：拆下底護板，壓
平校正即可。

5、車輛的轉向盤總是不正，一會
向左，一會向右，飄忽不定。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由於固定在轉向

機凹槽中的橡膠限位塊已完全損壞導
致。將新限位塊裝復後，故障完全消
失。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張大千張大千荷花荷花 於右任於右任對聯對聯

齊白石三壽圖齊白石三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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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簽證是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
加拿大公民和墨西哥公民設立的一種特殊
的工作簽證。該協定為美國，加拿大和墨
西哥之間設立了特別的經濟與貿易關系。
TN簽證允許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公民在美
國從事專業工作。申請人不需在加拿大或
墨西哥出生，只需持加拿大或墨西哥的護
照。但是只有加拿大或墨西哥永久居民身
份不可以申請TN簽證。

1． 加拿大公民
申請TN簽證的條件：1)申請人必須

是加拿大公民；2)申請人具有大學文憑，
或大專文憑加三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
3)所申請的工作為兩國政府所列範圍內的
工作。本移民專欄將在下一節為大家介紹
兩國政府所列範圍內的工作。

TN簽證需提供以下文件：1）申請表
格及美國雇主的申請信；2) 申請人的個人
資歷證明，如學位證書，成績單，執照
， 工作經歷；3) 加拿大護照。

與H-1B簽證相比，TN簽證具有以
下優勢：1) H-1簽證一般為三年，一般
情況下只可延期一次，而TN簽證沒有時
間限制，可以永遠延續下去；2) TN簽證
沒有名額限制，尤其是現在H-1B由於受
名額限制，需要抽簽才能獲得名額；3) 加
拿大國籍的TN簽證申請人可以在入境處
直接申請，不需去領館申請簽證。

2．墨西哥公民
與加拿大公民不同，墨西哥公民須先

經過面談,獲得美國駐墨使領館所頒發的
簽證才能進入美國。

在面談時，申請TN簽證需提供以下
材料：1）申請表格及美國雇主的申請信
；2）美國移民局批準的TN簽證申請材料
；3）美國勞工部批準的勞工條件申請材
料（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 4)
申請人的個人資歷證明，如學位證書，成
績單，執照和工作經歷; 5)墨西哥護照。
與H-1B簽證一樣, TN簽證持有人的配偶
和不滿21歲的未婚子女可通過TD簽證隨
主申請人赴美。TD簽證持有人不可以在
美國工作。

TN簽證的缺點是不可以申請綠卡。
一旦TN簽證的申請人提出了綠卡申請，
就不可以再申請TN簽證的延期。其法律
原因是TN簽證是不可以有移民傾向的非
移民簽證。因此一旦提出移民申請，其移
民傾向就使得申請人無法延長其非移民簽
證的申請。所以TN簽證的申請人如果要
申請移民，須先轉成H-1B簽證。

最新移民消息
1.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請

的申請費從$1,410漲到$1,440.加急申請
的項目主要包括使用I-129表的H1B, L1
，E簽證和I-140職業移民申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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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於11月3日正式生效。法院目前已
經阻止了該法案的實行。

3.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十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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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確定十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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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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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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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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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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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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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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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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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
ta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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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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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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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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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
yan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TNTN簽證介紹簽證介紹 及最新移民消息及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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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過冬，就去溫暖的島嶼游泳
邁阿密、奧蘭多經典遊，4天低至$135起

【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今日宣佈，
與服務全球最大持卡人群的銀行卡公司
銀聯國際（UnionPay International）達
成合作，並成為首批與之合作的美國銀
行之一，共同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
，為經常前往亞太地區的美國消費者提
供一種便捷、安全的支付方式。無論是
外出、購物，還是用餐，儲值卡用戶都
可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網絡
使用該卡支付，尤其在中國，商家接受

率近100%。
華美銀行執行副總裁兼個人銀行及

數碼銀行業務總監周蓉（Catherine
Zhou）表示： 「華美銀行很高興與銀聯
國際合作，持續為用戶提供與時俱進的
支付體驗。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的推出
可以為經常往返於美國與亞太地區的消
費者提供優質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務，並
大幅度提高支付便捷性。我們將不斷與
業界領先夥伴合作，讓更多客戶享受到

現代科技應用帶來的服務與便利。」
此次发行的儲值卡的其它優勢還包

括：透過華美銀行的手機APP 「EW-
BridgePay」 隨時查詢卡內餘額並儲值
；優惠的匯率兌換；可在中國或美國的
几乎所有ATM提取現金；以及享有銀
聯卡用戶的獨家優惠與折扣，包括旅遊
景點、餐飲娛樂等豐富優惠及機場禮賓
、貴賓休息廳等增值服務。在美國消費
時，儲值卡用戶還可以在接受Discover
和NYCE信用卡的商家使用此卡。即日
起，客戶可前往華美銀行網站 east-

westbank.com/zh/personal-banking/
unionpay-prepaid-card 提交開卡申請
，或蒞臨華美銀行各地分行瞭解詳情。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

票代號EWBC在NASDAQ Global Se-
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
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
現有總資產4百33億美元，在美國和大
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
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
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

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
香港、上海、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廈門及廣
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
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
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
下午七時。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
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
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
美銀行的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華美銀行攜手銀聯國際推出儲值卡華美銀行攜手銀聯國際推出儲值卡
一卡在手一卡在手 行遍中國行遍中國

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用戶可在全球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用戶可在全球177177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
網絡使用該卡支付網絡使用該卡支付，，尤其在中國尤其在中國，，商家接受率近商家接受率近100100%%。。

華美銀行作為首批與銀聯國際合作的美國銀行之一華美銀行作為首批與銀聯國際合作的美國銀行之一
，，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為經常前往亞太地區為經常前往亞太地區
的美國消費者提供一種便捷的美國消費者提供一種便捷、、安全的支付方式安全的支付方式。。

華美銀行與服務全球最大持卡人群的銀行卡公華美銀行與服務全球最大持卡人群的銀行卡公
司銀聯國際合作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司銀聯國際合作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

美 國 的
邁阿密，擁
有溫暖、濕
潤的亞熱帶
氣候，是美
國本土冬季
最溫暖的城
市。 邁阿密
不僅是炙手
可熱的豪華

冬季避寒地，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觀光旅遊勝
地。藍天、碧海、白沙，高大的棕櫚樹群隨風搖
曳，白色的豪宅隱於其中，營造出閑適優雅的畫
面。

『邁阿密南海灘』 在佛羅裏達燦爛的陽光下
，細軟潔白的沙灘綿延數公裏，碧藍的大海、彩
色的躺椅、熱辣的比基尼，你可以在清澈的海水

中遊泳、沖浪、潛水，海底的海藻和白色珊瑚在
水波中清晰可見。傍晚時分，你還能領略壯美的
日落，華燈初上時更顯風情萬種。

『大沼澤國家公園』 世界自然遺產，美國最
大的亞熱帶野生動物保護區，被稱為“一條被草
覆蓋的河從內地緩緩
流向海洋。”遼闊的
沼澤地、壯觀的松樹
林和星羅棋布的紅樹
林為無數野生動物提
供了安居之地，有美
洲鱷、雪鷺、魚鷹等
，還有海牛、美洲豹
等一些瀕臨滅絕的動
物。

『西礁島』 是熱
帶珊瑚島，一條宏偉

的跨海大橋把它與美國大陸連接起來。西礁島洋
溢著加勒比海的風情，在島上可以參觀海明威故
居、西礁歷史紀念港、燈塔博物館、古巴俱樂部
、西礁雪茄店等。

『小哈瓦那』 古巴等中美洲移民的聚居中心
，是一片生機勃勃、富有人文氣息的移民者的家
園。小哈瓦那街道兩旁遍布拉美風格的店鋪，在
這裏可以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地道古巴
美食，選購聞名於世的古巴雪茄煙。

『羅德岱堡』 有“美國威尼斯”之稱，市中
心有水道、湖泊和河流，還有12公裏長的白沙灘
。沒錯，它還是當年那個集日光浴、水上運動、
夜生活和其它娛樂活動於一身的喧囂城市。

『奧蘭多』 這裏是世界主題樂園之都！全年
都有陽光明媚的溫和天氣，更有著大大小小的十
幾個主題公園，大家熟知的迪士尼樂園、環球影
城、樂高主題樂園等，新開的4D體驗《阿凡達世

界》令人震撼。這裏不僅是孩子的天堂，大人們
也是流連忘返，玩到盡興！奧蘭多的美，就在它
的多彩、新奇和動感。（圖片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精選多條路線，邁阿密3-12日遊，
最低$232起；奧蘭多4-12日遊，低至$135起，
市面團費最低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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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
廣場側面精
英廣場A14



醫生專頁 BB1010
星期六       2019年12月7日       Saturday, December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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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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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週四) 
下午 4 p m 筆

者應邀去中信福音中心參加感恩節聚

會，與社區福音朋友共渡感恩節，角

聲天使團隊有數位也去中信福音中心

（Raymond,Anita,周光祖，李耀成，周

武籐牧師，劉美師母，潘師母等）感謝

西區中國教會粵語部弟兄姊妹多位參與

並準備豐盛的佳餚。聚會先唱感恩節詩

歌，有幾位弟兄姐妹會感恩見證分享，

茲摘錄與讀者共享:

周光祖:

 我要感恩的是結束作49年的餐館

工作後，我退休後的生活沒有想到人生

下半場過得更精彩啊﹗我有幸參與西區

教會主日廚房的事奉，也在中信福音中

心作義工，加入「角聲天使團隊」作寄

發號角月報義工，暑假時，每周五也去

Galveston島上海灣華人教會參與關懷遊

學生事工。

Anita(黃靜音):

 我很感恩今年上帝又賜我們第二個

孫兒，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福氣，全家

幸福美滿，兒子今年也進入達拉斯神學

院裝備，我也很關心香港反送中問題，

常常流淚關心為香港首長、大學生們、

警察、老百姓們禱告，懇求天父施恩憐

憫香港，早日和平落幕，雙方不要對立

鬥毆沒完沒了，數個月來對香港社會、

教育、經濟、警務人員、學生各方面都

深受影響不小，請我們繼續為香港來禱

告。

周武籐牧師:

我要感恩分享92歲的父親，他在今

年七月主動要求我的大弟，說他要信耶

穌受洗，大弟請他教會牧師來為他奉耶

穌基督的名受洗，當牧師問他:「周先

生，你願意接待主耶穌作你個人的救主

嗎？」，他連說了兩次『我願意』，我

們夫妻從手機視頻裡看見父親他精神很

愉快接受主耶穌。

我們全時間事奉主數十年，與他聚

少離多，但主卻信實的照祂所應許的話

眷顧我老父親家，感動父親他的心，進

入祂的恩典，得著永生，我要感謝主直

到永遠，也勉勵各位當繼續為家人、朋

友禱告代求，不要灰心，因為我們的主

是信實的，必要成就美好的事。

周劉美師母:

今年9月初，在浴室進入浴盆時滑

倒，摔了一跤把大腿骨和大腿筋都傷

了，（傷筋斷骨要100日的恢復期）無

法翻身，睡覺痛到不行了，找到王朝陳

醫師，大腿骨矯正歸位了，但大腿筋拉

扯太大只能休息，還是痛徹心扉，睡覺

只能正面朝上，翻身時痛到流淚。

       10月8日租到了老郭照相館樓

上，晚上開始搬家，搬到第四天簡直上

不了樓梯，下不了樓梯，苦不堪言，天

天都禱告，主啊感謝祢，我受傷也要感

謝祢，感謝腿沒有斷，讚美祢，第五天

早上下床，沒想到筋不痛了，又能上下

樓搬家，腿筋正常了，走路不痛，感謝

主聽到許多人同心代禱。

       11月10日所租的房子窗戶少了

一片玻璃，必須用塑膠袋和木板堵住，

天氣寒冷（找到工人都沒來）。沒有想

到隔著沙發椅趴下去堵窗戶，右腳踩到

鐵片滑了一大跤，左手撐地，當時大叫

耶穌感謝祢，並叫周牧師來拉我爬起

來，站好立刻伸出兩手看看哪裡不對

勁、哎呀！主耶穌啊！太奇妙了，我七

歲的時候走在圍牆上，媽媽說要小心不

要掉到地上（她非常反對我走圍牆）結

果還是掉地上，左手打了石膏，三個月

剛拆掉石膏，我的左手是歪的；感謝

主，這次手摔正了，左手摔直了，54年
後左手手肘終於恢復正常，更有力，願

一切感謝，讚美，榮耀都歸給主耶穌。

《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 》5章
16-18 節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
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
所定的旨意 。

      人無奈與人的得救

                  何天擇

人的無奈
與對人生體會不深的人談及上帝

時，他們常不假思索回答說︰「我不
需要神的拯救，我是自己生命的舵手；
一切操之在我，我能掌控自己命運。」
這樣自命不凡，乍聽好似慷慨瀟灑，
其實是荒唐的言語。為什麼？

中國人習慣將人生包括在四個字
中，即「生、老、病、死」，我們若
能完全控制這人生四大步伐，有權自
主，才能自救，否則只是盲目自信自
義，虛張聲勢而已。現在讓我們思想
一下生、老、病、死的實況︰

生不由己。不論是否願意做人，我
們未予同意便被生而為人了。至於性
別是男是女，身軀或大或小，容貌或
美或醜，智力或強或弱；有無承受遺
傳病或帶來先天缺陷（如瞎眼、兔唇、
白癡、連體等等）；生在和睦家庭或
爭吵家庭，生在自由國家或專制國家；
這一切都已先天注定，我們無權選擇，
不能自主，所以生不由己。

老不由己。時間的巨輪不息地向前
推進，我們每個人也都無法抗拒地被
拖向老年，即所謂歲月不饒人。人都
喜愛青春，但青春不能常駐。有人說
青春是女人的資產（委實也是男人的
資產）；但這資產天天在貶值中。雖
然人用各樣方法保持它，例如運動、
飲食、滋補、化妝等等；但都無濟於
事，老化仍在繼續進行，無法喊停。
有些人活到垂老之年，雖然無病，卻
到了舉杯無力、寸步難行的可悲光景。
老化令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老
不由己。

病不由己。在醫書上有為數繁多的
病，但我們不會樂意得著任何一個。
誰也不願生病，無病是福，但病卻似
不速之客，不請自來，難於防範。筆
者從前認識一位青年醫生，多年苦讀
成功，不久發現身患癌症，竟吞槍自
盡。另有許多人到了中年，生活優裕，
一天心臟病發，猝斃而終。病有肉體
的，也有精神的；有先天遺傳的或後
天發生的。人人無法避免，因為病不
由己。

死不由己。一般人都很怕死，因為
死能令人切斷一切地上關係，放棄一
切財富，點破一切屬世美夢，將我們
從這熟識的物質世界帶到陌生的屬靈
世界，這究竟是禍是福，是悲是喜？
聖經說︰「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希伯來書九 27）
尚未接受神的赦罪救恩，或雖已接受
而信心軟弱，便會懼怕。但不論怕或
不怕，都不能改變神的定命，早死遲
死必會臨到每個人。若死非自願，即
因死不由己。

生、老、病、死，人生四大步伐，
既然都不由己，不能自主，實在談不
上掌控自己命運。惟有創造萬物，全
能之神，具有絕對權威，冥冥之中主
宰一切。追求祂的道路才是做人的智
慧。

人的得救
人的許多遺傳病，如血友病、白化

病（Albino）、肌肉萎縮症等，都是先
天注定，無法更改的。其中最惡毒、
最普遍的病是人的罪性，因為罪性不
但帶來今生苦難，更令世人面對死後
審判、定罪的厄運。罪性由人類始祖
亞當肇端，遺傳給每個後嗣，代代傳
授，一脈相承，誰也逃避不了。人有

罪性便有罪行。聖經說︰「罪是從一人
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
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
馬書五 12）上帝知道人的無奈，無法消
除罪性或避免罪行，不能自救。由於神
高深莫測的大愛，差遣獨生愛子降世，
為世人受死十架，擔替人的罪，令世人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羅馬書三 24）「稱義」便是算為公義、
正直、無罪。因為「神在基督裡叫世人
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
身上……」（哥林多後書五 19）「白
白」兩個字便是說，人自己不必付出任
何代價，不需要作一件好事，或立一點
功，只要立志信從基督耶穌，誠心求告
祂，一生的罪債便完全勾銷，出黑暗而
入光明，「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都
因神將我們的過犯都歸到基督身上，由
祂代替，將基督在世一生的義歸到我們
身上，令我們成為義人。對人而言，這
是轉禍為福，轉悲為喜的交換；對神而
言，是出乎祂無限的大愛，驚天動地的
犧牲。這是神為人所預備的得救之路，
是喜從天降，是聖經「因信稱義」的奇
妙道理，令我們受寵若驚，使我們不得
不從心底湧出歡呼，讚美至高神！神在
基督裡的救贖，對信的人而言，不只抵
銷了因始祖亞當而來的禍患，且有更寶
貴的福份，而作神的兒女，並有與基督
一同作王的應許。聖經說︰「我們若
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希伯來書二 3）若有人拒絕這因神的
大愛犧牲而成全的救恩，必擔負自己的
過犯，自作自受，萬劫不復。但一切自
知有罪，清楚明白神在基督裡的救恩的
人，必會喜出望外，欣然接受。

世界上其他宗教都要人行善積德自
救，因此沒有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有得
救的把握。聖經告訴我們人的善行不能
滿足神絕對的要求，所以說︰「凡有血
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
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羅馬
書三 20）（神的律法或寫在經書上，或
寫在人心中，都是人行為的規範）。但
信奉主耶穌的人有得救的把握，不是靠
自己所行的「義」，乃因信基督耶穌而
得的「義」（參羅馬書三 22）。凡接受
神救恩的人，只要空手不需代價向神接
受救恩！

得救的人便會努力行道，以順服回
應神的大愛。且神還有極寶貴的賞賜給
行道的人。其實，「信」有接受與順從
的雙重意義。信道得救，行道得賞。
「行」跟在「信」之後；得救以後再有
得賞的福份。聖經說︰「所以，你們不
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
賜。」（希伯來書十 35）

原載《中信》月刊第 500 期（中國信
徒佈道會）

中國城迎主教會 周劉美       

       感謝主耶稣，謝謝有你們好友們的
鼓勵、安慰，代禱。

      我們夫婦堅持不懈，通過了在休士
頓近五年宣教事奉生活中兩次艱難的試
煉考驗，堅定不移、而且持續相信主耶
穌的同在與幫助我們到如今，令我們心
中無限的感恩啊！

      在感恩的曰子，也記念感謝陪伴在
身邊的潘師母、安琪姐妹，謝謝妳們的
大力支持和代禱，謝謝無數的関懷與陪
伴同走天路，弟兄姐妹愛心的扶持；謝
謝左鄰右舍送來的友誼，願主耶稣派天
使在天上記錄各位的善行，在地上賜福
報答你們。

        迎主教㑹在主耶稣的命定與賜福，
完成所有申請通過，10 月 12 曰下午五
時衆人歡喜快樂參加開幕典禮，會後連
街友、無家可歸者都踴躍來共襄盛舉，

且歡喜享用中國餐，且帶些美食（炸魚
片、紅燒醬油雞、炸豆腐、炸春捲、炒
飯、炒麵、生菜、水果等）隔天當早餐
哩。   

          

迎主教會成立開幕禮拜

      有天夜晚近 11 點、天氣寒冷，外子
見公車站一位女性街友說「這麼晚了，
怎麼不回家呢 ?」「我無家可歸，今晚
我就在公車站的座椅渡過」。

    外子回家問我可以接待她住一晚嗎？

我說可以，我們就接待她住在教會客廳
過一夜。她非常感動，隔天一大早歡歡
喜喜帶著感恩的心離開。

愛心接待無家可歸女子一晚

      每一次街友和我們碰頭都會問：
「Helen, 何時能够再次吃中國餐？」我
只能説快了快了在聖誕節，聽在街友耳
朵�，回報给我却是甜蜜滿足的笑容。

     今年聖誕節 ， 讓街友自己能够邀請
朋友來認識主耶穌 ， 也有中國餐可以

享用。唉呀！街友笑的好燦爛說：「真
的嗎？太棒了！」

聖經金句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
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馬
太福音 25 章 35 節》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
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 章 40 節》 

迎主教會開幕禮拜全體嘉賓與講員陳國
安牧師夫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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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舍法師訪德州 
飄洋過海法脈相傳
撰文：黃芳文

美國慈濟三十周年，由精舍德悅師父及德䊔師父帶領的台灣關懷團，帶著證

嚴法師的愛、叮嚀、關心與祝福，在10月7日抵達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相聚德州分會	

◎中長期復原計畫	

◎聞法中得答案	

除德州分會志工，亞特蘭大、奧蘭多、邁阿密、奧斯汀

及聖安東尼的志工，懷著歡喜與感恩的心，10月8日

齊聚德州分會相聚。

	 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分享「喚回慈濟魂，活化四

合一」，認真思考美國如何永續經營發展，要把制度活化，

並與眾人互勉感念師恩，就要做到「承擔、負責、用心」。

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帶領關懷團前往大愛幼兒園參觀，德

悅師父與德䊔師父親切和藹地與小朋友互動，在一問一答

中，充分感受到孩子的純真可愛。

超過八十歲的資深志工王珠基與趙耀文，精進日依舊不

懈怠來到分會聞法。

	 來自邁阿密聯絡處的志工陳麗蘭分享，精進後再次提起

當初那一念心及發心立願，感覺自己過去十年做的還不夠。

邁阿密志工張鴻鳳說，生活有許多挑戰與困難，覺得自己很

沒有智慧去面對解決，精進後了解到所有答案從聞法中得。

奧蘭多志工詹翠華與美裔林智夫妻，兩人攜手做慈濟，為了德州分會是全美第一個啟動災難中長期關懷計畫的分

會，今年（2019）二月在重災區亞瑟港、洛克港、華

頓三地，啟動「災後中長期復原計劃」。志工林華音分享這

半年多來，所進行的中長期關懷內容。

	 哈維颶風災民芭比·福坦貝瑞（Barbara	Fortenberry），

是現在行動志工（Just	do	it	now）組織總指揮，目前擔任慈

濟與當地災民的聯絡窗口。她提到對慈濟志工的慈悲和投入

感到非常的驚訝，每位志工都充滿愛心，在急難發生時，給

當地居民們一股安定的力量。

	 當風災發生時，芭比的家和她親人的房子都淹水了，家

族成員必須分開借住在別人的家裡。因此，她了解受災戶的

心情和經歷。她說：「很多時候你是聽說他人的困境，但是

只有親身經歷過，才可以真正體會那種心靈上的苦。」

參與精進日，特別提前從台灣返美，因時間緊迫飛回奧蘭

多，在機場把行李交給兒子，便轉搭飛機到德州參加精進

日。

	 精舍師父帶來證嚴法師的叮嚀與祝福，將象徵慈濟精

神及法脈根源的粽串，傳承給德州分會所有各分支聯點負責

人。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感謝志工的配合與承擔，學員都

領受了「靜思法脈慈濟宗門綱要」及菩提葉徽章，代表證嚴

法師期許靜思弟子能夠深入瞭解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讓慈濟法脈代代相傳。

來自台灣慈濟本會靜思精舍的師父10月8日在德州分會，帶領志工們繞佛繞法。攝影／溫倉彬

哈維颶風災民認識慈濟參與慈濟擔任志工的芭比·福坦貝瑞（左一）和
志工林華音（左二）向精舍師父說明中長期關懷計畫。攝影／溫倉彬

志工齊聚德州分會專心聆聽精舍師父開講。攝影／馬樂

低收社區幸福校園計畫 關懷弱勢學童
撰文：王偉齡

潔白樸素的外觀，在車水馬龍的紐約曼哈頓街頭，讓人

有種想要緩步沈靜的清新感。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

思賢站在曼哈頓東60街229號「大愛人文中心」前回憶：「

找這個地方等了一、二十年。華爾街、尤其是聯合國一、兩

百個國家，都有代表在這。要有一個據點，把證嚴法師的理

念推廣出去，讓全球的人知道世界上有那麼好的一個組織叫

做慈濟。去年接手這幢大樓，設立『大愛人文中心』，這個

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走進「大愛人文中心」，會見到約一層樓高，由回收寶

特瓶所製作的紐約自由塔地標模型。2008年12月10

日大愛感恩科技創立至今，志工已回收超過六億五千萬個寶

特瓶。垃圾變成資源，喚醒人們惜物愛物、與地球共生息，

是慈濟和世界綠色覺醒潮流不謀而合的理念。

	 一樓區域展示「大愛感恩科技」回收再製的24項產品。

當天也是「大愛感恩科技」在美國正式上市的日子，向世界

宣告，只要有心、用心，「環境污染」是可以一步步解決。

	 同在一樓的靜思小築，展示證嚴法師的各項書籍出版

品，深入淺出講述佛經義理，入世修行無我利他的信念。

一樓電視牆地圖是「大愛日不落」世界。手點在電視牆

觸控螢幕的國家地圖，會顯示慈濟在全球一百個國家

地區的足跡。

	 轉進二樓是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顯示慈濟如何用實

際行動，成為安定社區的力量，這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

契合：消弭貧困飢荒、倡議平權、綠色消費生產、提升人類

健康福祉。

	 呈現慈濟緣起的三樓，有三十個家庭主婦「竹筒歲月」

積小成大，積少成多，成就慈濟世界，作為推動世界改變力

量的介紹。

	 1013不僅是一個全世界慈濟人新家的啟用，更是凝聚所

有志工、幕前幕後工作人員的心力，目標一致：傳播無疆界

的大愛，用悲用智，改變世界。

◎一人一善	

◎與地球共生息	

◎大愛日不落	

18年前紐約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慈濟志工不僅協助救災賑災，證嚴法師在同年10月13日，取諧音「1013一人一善」

發起全球慈濟為美國、為世界祥和祈禱，此後每年不間斷。

	 「大愛人文中心」歷經一年設計整建後，選定於2019年

10月13日10點13分，在台灣慈濟本會關懷團、美國各州近兩

百位嘉賓親臨祝福中，正式啟用。這是來美國走訪六個分會

的本會關懷團，此行主要任務之一，也是最後一場活動。

出席觀禮的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表示，再怎麼忙都要參與

這場盛會，相信這將能凝聚全美國慈濟人的心。

	 今年是慈濟美國三十週年，「大愛人文中心」負責人沈

慈知說：「我們想吸引不知道慈濟的人，來進一步了解慈濟	 ，

了解慈濟是做什麼的。」
外於紐約曼哈頓的「大愛人文中心」10月13日開幕啟用。攝影／朱澤人

中外來賓參觀「大愛人文中心」三樓慈濟緣起的介紹。攝影／朱澤人

健康講座 -「 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
大多數乙肝患者在早期沒有明顯症狀，仰賴肝炎血液篩檢是保健關鍵。慈濟德州

分會與陳正德醫師在10月27日共同舉辦「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健康

講座。健康講座會以篩檢測試結果報告為範例，討論乙肝的預防、症狀和治療，

並說明抽血檢驗和確認檢測結果，可讓民眾知道血液中有無任何抗體，避免民眾

罹患乙肝而不自知。

本次講座時間為10月27日上午10點至11點半，

地點在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有意出席講座者請致電訂位：慈濟德州分會（713-270-9988； 713-981-8966）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近期還有許多活動，詳情請見網站：tzuchi.us/zh/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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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許恩偉 
Wil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Paul Hsu 

地
道
許
氏

＊攝於美國威斯康辛州許氏參業農場

花旗參茶     花旗參粉     花旗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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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超級市場 (糖城分店) 832-856-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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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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 我们买? !
中国  璟原艺术  中国字画收购会 
全球范围高价收购中国古 / 近代字画 2019 年 12 月 9 日  休斯顿

海外遗珍，完璧故土，是我们的宏愿！
翰墨千秋，手泽流芳，是我们的梦想！

* 张大千 / 于右任 

* 乾隆帝书法

* 董其昌 / 陈继儒 

中国浙江璟原艺术是一家专业从事中国字画投资与收藏的

艺术品公司，总部位于人文底蕴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浙江省

杭州市。分公司设于香港。璟原艺术一直坚守“诚信为本”的

职业态度，以强大的资本作为经济后盾，并拥有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博物馆的资深专家组成的鉴定团队。

风云百年，世事沧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许多当年的风

云人物移居海外，他们的翰墨手泽及其收藏亦遗珠异域，湮没

不彰。为了找寻历代先贤们的墨宝佳构予以完璧故土。2008 年

以来，我公司积极开拓海外业务，长期在美国、加拿大、巴西、

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中国字

画鉴定收购会”活动。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均设有办事机构和联

络人。迄今为止我公司已在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此类征购活动

百余次，收购古、近代书画 8000 余件。璟原艺术诚信为本的

作风更是赢得了世界各地华人藏家的认可与好评！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4 日，璟原艺术将第二十六次赴加

拿大与美国，共五站：多伦多、纽约、休斯顿、旧金山、洛杉

矶。12月9日在休斯顿，开展中国字画的免费鉴定和收购活动。

依旧由公司副总经理周佳先生以及书画部门主管陈立界先生带

队。为确保藏家放心，我公司一律实行当场交易。敬请各位侨

胞和藏家带上藏品莅临现场 ! 我们即可以给您提供关于您的藏

品方面最专业的意见，又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满意、公道的价钱！

恭候您的到来！

近现代名家字画（晚清至民国）  
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

李可染，黄宾虹，傅抱石，于右任，溥儒，

黄君璧，陆俨少，潘天寿，吴湖帆，于非厂，

冯超然，丰子恺，谢稚柳，陈佩秋，程十髪，

高剑父，高奇峰，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

林风眠，关良，赖少其，杨善深，孙文，黄兴，

徐世昌，袁克文，黄炎培，柳亚子，沈曾植，

弘一，章太炎，严复，胡适，郁达夫，康有为，

梁启超，蔡元培，郑孝胥，沈从文，张伯驹，

马一浮，启功，赵朴初，沈尹默，郭沫若，

林散之，李苦禅，王雪涛，陈其宽、王己千，

黄胄，钱松岩，吴冠中等……

 收购范围 

古代名家字画（唐宋元明清）  
赵孟頫，钱选，吴镇，倪瓒，沈周，周臣，

唐寅，文徵明，文嘉，文伯仁，仇英，徐渭，

祝允明，王宠，陆治，陈淳，钱穀，董其

昌，陈继儒，丁云鹏，吴彬，陈洪绶，蓝瑛，

黄道周，王铎，傅山，张瑞图，倪元璐，

八大山人，王时敏，王鑒，王翬，王原祁，

吴历，恽寿平，杨晋，金农，郑板桥，康

熙帝，雍正帝，乾隆帝，董 诰，董邦达，

蒋廷锡，邹一桂，钱维城，张宗蒼，石涛，

邓石如，王文治，伊秉绶，刘墉，何绍基，

赵之谦，陈鸿寿，李鸿章，曾国藩，左宗

棠，林则徐，翁同龢，陆润庠等……

作品形式：立轴，手卷，册页，镜框，镜片，画心，成扇，扇片等等皆可。

（包括但不限于）

诚 信 为 本   当 场 交 易  
敬请各位带上您的藏品莅临活动现场

地點：JW Marriott Houston by the Galleria
515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

Meeting Room:Dallas

時間：2019年12月9 日 (周一） 

          9:30AM~3:30PM 

聯絡人：王玥小姐    

郵箱：us6267736336@gmail.com
電話：1-626-773-6336

www.jingyuanzj.com      中国·璟原艺术     JINGYUAN ARTWORK

如您或您的亲友在香港与台湾有大量藏品不便处理，请与我公司联络，我公司可安排专家前往

香港与台湾提供上门收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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