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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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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士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士
率團訪問休市率團訪問休市，，並於昨天來美南新聞大樓訪問並於昨天來美南新聞大樓訪問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
民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人李佳芬
女士，於十二日下午率團訪問休士
頓，除了於當天下午在機場受到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美國休斯頓助

選團」一行的熱烈歡迎。該團並於
昨天（周五）上午訪問恆豐銀行及
文化中心，於昨天下午二時，大隊
人馬扺達美南新聞報業大樓訪問。
他們包括：陳怡安（韓競選辦公室
政策組組長，曾任馬時期國安會秘
書長助理 ），何庭歡（曾任台視主
播，現任韓辦發言人），王美心，
葉采忻（曾任高雄市警察局警員）
，童惠珍（花蓮立委），張孝洋
（曾任李彥秀助理），郭昀光（政
大，海外部主任），張斯綱（市議
員，曾任蕭萬長幕僚），徐弘庭
（市議員，連勝文人馬），黃紹庭
（二屆高雄市議員，挺韓大將之一
），廖達琪博士（中山大學研究所
所長），李佳蓉（東海大學國際經
營及貿易助理教授），韓文尊，韓

青，及韓國瑜市長夫人李佳芬等多
人。（其中童惠珍，徐弘庭，韓青
因事未出席）。而中天電視的記者
團及四十多人陣容強大的 「美國達
拉斯韓國瑜後援會」在總招集人牟
呈華的率領下，更提前來到現場，
中天的王牌記者臧華更受到現場粉
絲的包圍，爭相與之合照。

李佳芬一行於下午二時許抵達
美南報業大樓,受到美南報業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伉儷的熱
烈歡迎。他們除了觀賞美南
新聞發展影片外，也前往美
南大樓印刷廠，美南電視攝
影棚訪問。李佳芬並接受
「美南電視」 「新聞面對面

」主持人常中政的現場訪問
，談及他們辦教育的理想及
這次參選總統，受到有史以
來最黑暗的選舉氛圍，及種
種不公平的對待。所有與會
者都坐在攝影棚觀看及時的
訪問影片。

待電視訪談結束，李佳芬重回
大攝影棚接受全場的喝釆，並接受
「政大校友」代表秦鴻台及 「世新

大學」校友代表席科的獻花儀式。
主持人程美華介紹美南新聞董事長
李蔚華，朱勤勤夫婦的創業成就。
最後在李蔚華董事長致歡迎詞，及
李佳芬的感謝僑胞熱情的謝詞，及
全埸支持者的熱情口號聲中，圓滿
結束美南新聞拜訪之旅。

陳家彥首訪奧克拉荷瑪佛心寺陳家彥首訪奧克拉荷瑪佛心寺
感謝僑胞支持台灣感謝僑胞支持台灣

(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陳家彥12月11日由休士
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秘
書俞欣嫺陪同，前往奧克拉荷馬市

（Oklahoma City)探訪中台禪寺所屬
佛心寺，深入了解台灣宗教團體在當
地弘法及服務社區的事蹟。

由於住持見由法師返臺禪修，見

芷法師代表寺方接待陳家彥
一行。她說明佛心寺在當地
已發展 15 年，感謝僑胞及美
國民眾積極護持，讓弘法及
社區服務工作順利進行。陳
家彥則表示駐處願提供相關
協助，支持台灣的宗教軟實
力深入主流社會，成為臺美
文化交流的堅實後盾。

陳家彥一行並於 10 日晚間
和當地僑胞及外國友人餐敘
，他感謝大家長期支持臺灣

，努力促進臺美實質關係。陳奕芳則
在場受理僑委會 「僑胞卡」申請，僑
胞反應熱烈，都期待返台好好利用，
享受購物折扣優惠。

來自達拉斯韓國瑜之友會成員來自達拉斯韓國瑜之友會成員，，隨李佳芬來休市拜訪隨李佳芬來休市拜訪
美南新聞後合影美南新聞後合影。（。（記者秦鸿鈞攝記者秦鸿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愛心組織
（CARE）西南地區的冬季CARE項目
名為 “愛的火花 (Spark of Love)”，
州眾議員Angie Chen將作為活動的志
願者。 很可能州眾議員Gene We和警
察局長也將加入我們。

今年，J區市議員Mike Laster以及
警察和牧師小組將主辦第十屆年度聖誕
節玩具活動。 在過去的幾年中， C.A.
R.E. (美國華裔救濟事工) 一直贊助這項
活動的午餐。將會有400個孩子以及父
母或監護人參加這項活動。 兒童年齡
在2至13歲之間，他們全部都已預先註
冊參加這項活動。

另一個CARE活動項目是通過衛生
部門的女嬰和兒童計劃（WIC）選擇被
幫助的兒童。 這些兒童都是來自低收
入家庭，有幾個孩子已經被選中。其他
需要幫助的孩子來自HPD和學校推薦
其他家庭。 去年，我們登記了來自亞
洲和中東社區的家庭。所有與會者都可
以坐下來享用午餐，享受娛樂活動，每
個孩子都會收到3-4個玩具。

CARE活動日期：12/14時間：11
am; 活動地址：6400 Highstar 77074
Southwest Multi-service Center (西南

綜合服務中心)。有關詳細信息，請聯
繫：劉立安：（832）-618-8722; 黃
浩 （Peter Hwang） ： ( 832）
818-1000。

休斯頓80-20 PAC已經決定擁護
和支持下列休斯頓市競選活動的候選人
：
市長: Sylvester Turner
休斯頓第1區: Raj Salhotra
休斯頓第2區: Honorable David Rob-
inson
休斯頓第3區: Honorable Michael Ku-
bosh
休斯頓第4區: Letitia Plummer
休斯頓第5區: Sallie Alcor
市議會A區: Amy Peck
市議會C區: Shelley Kennedy
市議會J區: J Sandra Rodriguez

休斯頓80-20 PAC強烈敦促亞裔
美國人社區在12月2日至10日的“早
期投票”期間或12月14日的選舉日投
票支持上述獲得認可的候選人。投票地
點可在以下網址找到：https：//www.
harrisvotes .com / PollLocations。

愛心組織（CARE） 將於14日在西
南服務中心舉行冬季愛心活動

休斯頓80-20 PAC強烈敦促亞裔社
區投票支持下述的候選人

陳家彥首次拜訪佛心寺陳家彥首次拜訪佛心寺
，，寺方熱情迎接寺方熱情迎接。。

陳家彥致贈僑委會月曆給出席陳家彥致贈僑委會月曆給出席1010日餐會的僑日餐會的僑
胞及外國友人胞及外國友人，，由奧克拉荷馬市姊妹市協會由奧克拉荷馬市姊妹市協會
會長會長Mary PointerMary Pointer代表受贈代表受贈。。

秦鴻台秦鴻台（（右二右二））代表代表 「「政大校友會政大校友會」」，，席科席科（（左一左一））
代表代表 「「世新校友會世新校友會」」向李佳芬向李佳芬（（左二左二））獻花獻花。（。（右一右一
））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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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委员（IPCC）是联合国于一

九八八年成立，专门针对气候变迁的谘询

委员会，里头包含了数千位有权威性的科

学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科技社群。

IPCC是对既有的科学证据去做一个整理、

评估和分析，而不是去做新的研究，因此

非常明了气候变迁的科学进展目前到了什

么程度。评估的面向包括了大气科学、海

洋科学、生态科学、人文科学、经济科学

，以及跨领域研究。

若全球暖化真的是“均匀暖化”，

李河清教授说道，“农作物的成长线会

北移且种植面积增加，北极的航道也会

出现，不是那么的糟。”但是现在真正

碰到的，不是全球均匀的暖化，而是气

候异常。热的时候更热，冷的时候更冷

，也就是气候极化。“现在的异常，可

能会持续发生而在未来正常化。”近二

十年来每年的气温都不断在破纪录，譬

如今年（二○一九年）七月，打破了有

系统纪录以来的最高温。“这些感受已

经不是我们的臆测或预测，而是已经发

生的『观测』，这是一个『真』的议题

，而且还在发生中。”

全球暖化的“脆弱”

格陵兰岛之所以大规模融冰，就

是由于七月破纪录的高温，直接导致

了这个现象。现在南极和格陵兰岛的

融冰量以每日十亿吨的数量流失，若

往后再不断破纪录，最大的影响就是

众所皆知的“海平面上升”。而 IPCC

有就海平面上升做各式各样的评估报

告，最急迫的就是“SR15”，也就是

相对于工业革命前全球暖化1.5℃所造

成的影响。

“这要从巴黎协定说起，”李河

清教授说，“科学家目前的说法还有

大众的认知，一致都把2℃当成对人类

发展状况不利的增温『幅度』，『不

愿面对的真相』讲的也是2℃。”全球

暖化要谈到“脆弱”（vulnerable）两

个字，增温2℃，对于许多脆弱的国家

都已超乎临界值，“岛国对碳排放量

的『贡献』几乎为零，微乎其微，所

有岛国国家的排放量加起来还不到全

球的一％，但面对气候变迁却首当其

冲，不论是海温上升、海平面上升、

海岸被侵蚀、国土消逝、人民的迁徙

……等，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尤其

它们的应变能力又最差，所以才说是

『最脆弱』。”

其实不只是岛屿性国家，低洼、沿

海地区和高山地区也被列在“脆弱”的

一环内。为何高山也被归类在一起？因

为干旱，还有土石流。孟加拉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孟加拉是典型的低洼国

且人均所得极低，温室气体排放极低，

却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不参加京都议定书不只是美国，

还有加拿大和澳洲；而日本从福岛灾害

后也退出。这几个都是『摇摆国』，一

开始有参加，也有签约，但后来相继退

出。美国于一九九七年签署京都议定书

，但是带回国内，国会却不批准，所以

美国虽然由当时的副总统代表签署，但

并非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

至于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其实是

一个假议题。巴黎协定于二○一五年十

二月签署，二○一六年十一月生效。至

于要退出，得在公约生效三年后以“书

面”形式向联合国巴黎协定秘书处提出

，秘书处有一年的缓冲期予以批准。特

朗普于二○一七年六月一号“口头”宣

布退出巴黎协定，所以这并不算数；而

真正要退出，从时间点来看的话：二○

一六年十一月生效，三年后即是二○一

九年十一月，秘书处有一年的时间来处

理，届时早已是二○二○年十一月三号

的美国总统大选，所以特朗普所说的一

切都只是纸上谈兵、政治操弄。

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的差异在于

，京都议定书是制定一个减碳目标，缔

约国一同执行；而巴黎协定则是“自主

贡献”（NDC），由各国自主决定贡献

。

IPCC把所有参加巴黎协定国家的综

合效益加起来，结果发现比2℃还多了

0.7℃，而巴黎协定为了顾及脆弱国家和

地区人民，所以在增温幅度目标订定为

2℃，并“努力达成”1.5℃，“这是一

个很重要的宣示，以前大家只是讲一讲

，现在正式说2℃是不够的；现在很多

国家，譬如小岛国与弱势国家应该是

1.5℃才合适。”李河清教授说道，“那

从原本的2℃到1.5℃怎么达成？所以秘

书处责成IPCC去做了1.5℃的特别报告

，也就是所谓的『SR15』。”

在SR15里面，再再提到了“提高能

源效率”，且工业部门要在二○五○年

前减少比二○一○年排放标准的七十

五％至九十％，得大刀阔斧去改变。海

平面上升的部分，从一九九三年到二○

一○年上升了一．七毫米，这是一个

“十年”的增幅；但预计往后“每年”

的增幅会达到三．二毫米。在温度上升

的部分，每十年会增加0.2℃，要减低这

个幅度，得去能源部门、从工业部门、

建筑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等三个最主要

的排放部门去着手，才能有效遏制全球

暖化效应。其中尤以能源部门和交通运

输部门为重。

续然，在报告里也提到，可以透过

财务机制去停止补助不以永续能源为标

的的行业。例如大型水坝、烧煤工业。

许多人认为水是一个看似清洁的能源，

但“大型”水坝其实是一个灾难，除了

当地人民的迁徙还有工程问题，都会导

致许多资源的损耗和污染。另一个财务

机制就是“撤资”，把资金从那些会加

剧全球暖化的工业中撤出，进而提高能

源效率。

现在大部分热带性、亚热带性气候

国家都在努力“治洪”，尽快把水排掉

，但在未来的气候极化，旱灾将愈来愈

频繁，因此如何把水留住会是一个重要

的课题。除了要改善铺面的排水问题，

还要改变沙包、堤防等治洪机制；一方

面除了要防范洪水，另一方面也要防范

旱灾，风险共存。

在大众眼里，全球暖化是一个遥不

可及的课题。没有家的北极熊在北极、

钙化的珊瑚礁也不过是少了一环美景。

但事实上，全球暖化带来的影响不仅止

于物种消逝、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和森林

大火的增加，甚至还有公卫与健康的影

响。现在台湾南部爆发的登革热，就是

一个例子。

呼吸道疾患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为在温室气体中，氮氧化合物（NOx

）就是重要的空气污染物。低浓度的氮

氧化合物可能造成咳嗽或是呼吸急促、

疲惫、噁心，在暴露低浓度一或二天后

，也可能造成体液累积在肺脏中；呼吸

到高浓度的氮氧化合物可能造成短暂灼

伤、痉挛、喉间组织及上呼吸道肿胀、

体内组织缺氧、体液累积在肺中及死亡

。假如有严重的暴露发生，血液和尿液

等其他的分析都会显示出对呼吸道造成

的伤害。

“气候变迁一转身，就会以不同的

形貌出现。对我来讲，就是空污、粮食

供应。像是今年的龙眼蜂蜜也几乎宣告

停产。原因就在于一、暖冬，导致花朵

延后开放。二、开花的时候发生豪暴雨

，花朵全都落下。今年的荔枝也因为类

似的原因，而采收极少，只剩下往年的

十分之一。”

贴近身边的例子，粮食短缺、食安

、灾害，都是全球暖化所带来的问题。

“当年中坜限水停二供七，而且今年蜂

蜜的收成是七十年来最糟的。”李河清

教授继续说道，“气候变迁会改变降雨

型态，太多、太少、太急都不好，而且

台湾现在已经没有『毛毛雨』，这是经

过长时间的观测资料所能佐证的，降雨

方面不是下得很大就是不下。”

今（二○一九）年龙眼，荔枝蜜几

乎是零收成，是有史以来最少的一年。

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在气候方面

，由于暖冬，导致花期延；而冬季中南

部干旱，使得植物难以产生花芽，甚至

完全不开花，这样零收成的现象，在未

来还可能会持续发生。从地蜂箱摇出来

的蜂蜜，将愈来愈稀少而珍贵，而目前

市面买到的，多是东南亚的进口蜂蜜。

另外，日照也少了两百个小时，这

个影响是全面性的，“这对游乐园有没

有影响？有啊。这对成衣生意有没有影

响？有啊。还是新竹晒米粉，有关吗？

有啊！”这些已然是既定事实，但因台

湾电价低，所以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察觉

到严重性。

全球暖化是值得全人类做出改变、

积极落实的全方位挑战。为了保障那些

未开发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实上

1.5℃才是最妥当的。但目前以1.5℃来说

，增温幅度已超过了1.5℃，而向2℃迈

进，这该让那些压根对全球暖化没有危

害、却又首当其冲的脆弱国家何去何从

？亚马逊森林大火、印尼迁都、频频生

成的强台，这些只是地球生病的“前兆

”而已。如果居住在上面的我们不再好

好照顾，地球将会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

住，届时，跟那些脆弱国家一样，我们

人类到底该何去何从？

格陵兰岛大规模融冰格陵兰岛大规模融冰
地球变地球变““水球水球””倒数计时中倒数计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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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推翻公共負擔規定後法院推翻公共負擔規定後
申請綠卡或簽證的移民應知事項申請綠卡或簽證的移民應知事項

（本報訊） 上月聯邦地區法院阻止了特朗普政府祭出的新
規定，該規定試圖拒絕頒發綠卡給未通過嚴格的收入檢驗或使用
公共計劃的移民。對於移民來說，這是一個勝利，意味著原定於
10月15日生效的新規定，在官司纏訟期間將暫緩執行。

了解該規定可能對申請綠卡的人產生的影響，仍然很重要。
該政策變擴大了政府在決定某些移民申請案時考慮的公共計劃範
圍，但許多住在這裡的移民不會受到影響。公共計劃僅限於醫療
補助、糧食券和第八段公共住屋補貼。

如果法院最終允許實施此政策更改，可以採行下述三個步驟
，以了解它將如何影響您和您的家人。

1 –確定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會受到規定改變的影響。它不適

用於那些申請公民入籍、如難民和獲得庇護的人道主義移民、以
及延長 「童年入境暫緩遞解計劃」（DACA）資格者。

2 –如果您的家庭受到新規定的影響，請在取消參與公共計
劃之前，先詳細了解參與計劃如何影響您。使用公共福利並不會
自動使您成為公共負擔，移民官員必須察看您的整體情況，以決
定您是否通過檢驗。他們會權衡如工作或有健康保險等正面因素
，以及使用某些計劃、英語水平或健康狀況等負面因素。請記住
，我們所有人都有使用某些計劃的權利，社會計劃存在的目的即
是使大家變得更健康，社區變得更強大。

3 –在您的社區挺身而出反對這些改變，並倡導包容性政策
。瀏覽網站：www.protectingimmigrantfamilies.org，了解有關如

何應對此規定變更的更多訊息，並了解您所在的州或社區是否正
在制定包容移民的政策。您的發聲可以確保所有社區居民的健康
和興旺。

對於自己的移民身份或使用公共福利有疑問嗎？請洽詢附近
的免費移民律師：www.immigrationadvocates.org/nonprofit/legal-
directory。

這份建議是由 「保護移民家庭」（PIF）發起，該運動是一
項對抗特朗普政府公共負擔規定的全國性運動。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progectingimmigrantfamllies.org。

(本報訊)教育部為充分發揮
政府獎學金效益，與英國劍橋
大學、牛津大學、美國聖嘔易
市華盛頓大學、南加州大學、
加州理工學院、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Whiting工程學院、澳洲國立大
學、雪梨大學、法國巴黎薩克
雷大學聯盟-巴黎南區大學、比
利時荷語魯汶大學、瑞士洛桑
聯邦理工學院及韓國科學技術

院等 13 所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
學金。

美國密蘇裡州聖路易市華
盛頓大學自101年起與教育部簽
訂瞭解備忘錄，合作 「臺灣聖
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獎學金」，
每年共同補助受獎生赴華大攻
讀博士學位，迄今已有 35 位學
生獲獎，研究領域涵蓋生醫、
經濟、工程、社會工作、法律
、教育等。

109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
作設置獎學金自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6 日中午 (臺灣時間)
受理線上報名，歡迎踴躍提出
申請。
相關資訊請詳參109年教育部與
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簡章
https://ws.moe.edu.tw/001/Up-
load/7/relfile/6617/69494/
92cd137a-7a6e-4eca-b771-91d4
e784bc43 .pdf

歡迎踴躍報名申請109年臺灣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獎學金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聖誕活動
(本報訊)Happy Holidays!!
歲末年終是歡聚感恩的季節，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謹訂於12

月15日（星期日）舉行一年一度的聖誕餐會。今年我們的聖誕
餐會與往年略有不同：為了和我們身邊的各行各業有更多的互動
和了解，我們在餐會之前精心設計了一個“聖誕小商展”；為了
對我們周遭需要幫助的人表達我們的關心與善意，我們在餐會中
將義賣聖誕紅為 Brookweed Community 籌款。

1. 聖誕小商展：
12月15日4:00pm-6:00pm,
小商展雖然規模不大但參加的廠商非常多元，保證您驚喜連

連，我們還特別邀請了多個青年創業的商家來介紹他們的產品，
希望大家來給他們鼓勵。商展中我們將免費贈送許多各式各業的
小禮品，並有精美茶點招待。不論您是否參加6點開始的餐會，
和好朋友們相約一起來逛商展，吃點心，認識新朋友，一定讓您

不虛此行。12/15/19
下午四時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將為我們主持小商展開幕儀式，敬請
各位媒體朋友們光臨採訪。

2. 聖誕紅義賣：
為表達我們對居住地弱勢團體的關懷，今年旅館公會計畫做

一個年終公益活動: 為Brookwood Community 義賣他們自己種的
聖誕紅募款。 Brookwood Community 是一個幫助有智力障礙的
成年人的社區，他們不拿政府的補助，靠自己種花或做手工藝販
賣以及外界的捐款支持。所有在裡面的人都做著適合他們自己的
工作並且有薪水可以拿，幫助他們自立更生，找到自身的價值。
這個社區很值得了解，他們所做的也很令人感動。

旅館公會將在12月15日我們的聖誕餐會上義賣這個社區自
己種植的聖誕紅，為他們募款。六吋聖誕紅新鮮又大朵，品質很
好，是佳節送禮最合適的禮物。一盆$20 全數捐給 Brookwood

Community. 除了現場義賣，聖誕紅目前也在pre-sale中，歡迎和
我們連絡。

3. 聖誕餐會：
12月15日6:00pm－9:00pm,旅館公會感謝所有媒體朋友們一

年來的支持和照顧，也邀請大家一起來熱鬧迎接更美好的一年！
集合餐會，舞會，卡拉OK，綜藝表演及大抽獎的一個超級party
，保證精彩萬分，請您千萬不能錯過。

因為場地的限制，敬請各位媒體朋友們於12/10前向秘書長
何真訂位：Tel:(832)866-3333, email: yaochristi@gmail.com 以便我
們為您安排座位。

時間：Sunday， 12/15/2019， 4:00pm-6:00pm 聖誕小商展
， 6:00pm-9:00pm 聖誕餐會

地點：Hilton Garden Inn Westbelt, banquet room
6855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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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感恩送暖活動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感恩送暖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員及眷屬攜帶慰問品送到每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員及眷屬攜帶慰問品送到每
間寢室感恩送暖間寢室感恩送暖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員及眷屬攜帶慰問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員及眷屬攜帶慰問
品送到每間寢室感恩送暖品送到每間寢室感恩送暖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於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於1212月月88日率日率
團赴養老院舉行感恩送暖活動團赴養老院舉行感恩送暖活動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感恩送暖活動示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感恩送暖活動示
範太極保健功法範太極保健功法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邀請太極高手示範自我保健起手式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邀請太極高手示範自我保健起手式

Westchase Health and Rehab CenterWestchase Health and Rehab Center主管介紹世界主管介紹世界
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給該院病患認識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給該院病患認識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率團在佳節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率團在佳節
時分感恩送暖活動時分感恩送暖活動

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舉辦的
第二十二屆舞展”絲路盈香”將
於 12 月 21 日晚上 7:00 將在 Staf-
ford Centre隆重上演!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每年都會
在年末為休斯敦僑民送上一臺陣
容強大的舞蹈晚會.今年由學校老
師新創編的舞蹈涉及中國古典舞,
中國各大少數民族民間舞,芭蕾舞,
當代舞等舞種,一定會給您帶來絢
麗的視覺沖擊!並以此藝術盛宴來
感謝中國國務院僑辦和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多年以來給與的大力
支持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以及僑社
各界朋友的幫助和信賴! 並為休斯

敦的僑民們送上辭舊迎新的祝福
和歡樂!

周潔曉慧舞蹈從97年創辦至
今已有22年的歷史,應該算得上是
北美地區影響力最大、發展最快
的舞蹈藝術學校,為數以萬計的華
裔孩子傳播中國文化! 被國務院僑
辦定為”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
”; ”華夢計劃”的舞蹈培訓點;北
京舞蹈學院中國舞考級;承辦國務
院僑辦的”尋根之旅”夏令營;與
上海周潔藝校的6所學校保持中
美文化交流;舉辦中美國際藝術大
賽; ”中華文化大樂園”的舞蹈園
營地等等的殊榮和文化傳播活動

為中美兩國的文化交流和休斯敦
華僑的祖國文化傳承
作出了做越的貢獻!

12 月 21 日, ”絲
路盈香"7:pm, Stafford
Centre 不見不散!

少 量 余 票 咨 詢:
713-516-5186;

Houston, Sugar
Land, Katy學校春季招
生 進 行 中:
713-516-5186;
832-606-8809 www.
jhdancing.com; Email
：jh@jhdancing.com

微信公眾號: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二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二
十二屆舞展十二屆舞展””絲路盈香絲路盈香""

範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範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
VNUSVNUS閉合導管手術治療靜脈曲張閉合導管手術治療靜脈曲張

人體血管共有三大系統，動脈、靜
脈和淋巴系統，其中靜脈負責將血液回
輸至心臟。大部分靜脈中擁有靜脈瓣膜

，就像是閥門，能阻止血液往下流，但
當靜脈瓣膜受損，或是靜脈壁薄弱，像
閥門失去了作用，血液就會逆行向下流
，越往下壓力越大，形成扭曲盤旋，蚯
蚓狀的靜脈曲張。長期持久站立或從事
重體力勞動，都會持續增加下肢壓力，
因此如服務員，空姐，教師都是靜脈曲
張的高發人群。此外，由於妊娠會壓迫
盆腔靜脈回流，引發下肢壓力增大，從
而也可導致靜脈曲張。

下肢靜脈系統主要分為淺靜脈和深
靜脈，下肢90%的血液通過深靜脈回流
，剩下10%通過淺靜脈。靜脈曲張主要
發生在淺靜脈，而淺靜脈則包括了大隱
靜脈和小隱靜脈，我們說的靜脈曲張，
主要發生於這兩支靜脈及其小分支。淺
靜脈曲張主要是有幾種情況：最常見為
原發性下肢靜脈曲張，就是我們說的由
於壓力增大及各種原因導致的淺靜脈擴
張。少見情況下，在深靜脈阻塞或深靜
脈瓣膜關閉不全、下肢動靜脈瘺、甚至
下腔靜脈阻塞也能引發下肢靜脈曲張。

在談到靜脈曲張的表現時，范縝醫
生表示靜脈曲張的表現較容易判斷，肉
眼可見下肢靜脈呈彎曲、延長、擴張等
。通常早期幾年，靜脈曲張除影響美觀
，並無其他癥狀，但隨著病程發展，病
人逐漸感到下肢沈重酸脹，到晚上或第
二天早上出現水腫。再往下，由於皮膚
上的毛細血管破裂，或血紅蛋白溢出而
引發皮膚顏色改變，出現色素沈著，濕
疹或變硬，此時病人可感覺到皮膚瘙癢
等癥狀。如果任由其發展，就會出現皮
膚潰瘍，潰瘍不愈合，甚至出現靜脈曲
張破裂出血、靜脈血栓等嚴重並發癥危
及生命。

范縝醫生介紹到，很多病人在靜脈
曲張出現嚴重癥狀了才到醫院進行治療
，在門診病人中，出現小腿水腫，踝部
色素沈著的病人十分常見。雖然皮膚可
看見明顯的靜脈曲張表現，但仍然需要
通過超聲等檢查，來排除其他形成靜脈
曲張的原因，如上文提到的下腔靜脈梗
阻，動靜脈瘺等也可以引發靜脈曲張，

但治療就完全不一樣了。通常情況下，
范縝醫生診所內就可以完成初步檢查和
超聲檢查。

靜脈曲張的外科治療目前仍然作為
治療靜脈曲張的首選，范縝醫生強調，
藥物和彈力襪只能作為治療的輔助手段
。在談及門診病例時，范醫生說，病人
常常問道：“我暫時不想手術，能不能
穿彈力襪來治療靜脈曲張”。醫用彈力
襪是外界提供壓力來幫助收縮靜脈，主
要用於高危人群預防靜脈曲張，並不可
作為主流的治療手段，范縝醫生解釋道
。

外科治療也就是手術治療，主要分
為傳統手術和微創手術。傳統手術為大
隱靜脈高位結紮，剝脫術，具體做法是
在大腿兩端各開一個口，將整條淺靜脈
抽剝出來，術中易出血，術後恢復慢，
大約一周才可以出院，範醫生說，現在
其診所已經棄用。微創手術則包括激光
，射頻，旋切，打硬化劑等。

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

VNUS閉合導管手術，自發明以來，超
過60萬病例數，證明其是目前最為有效
，安全的手術之一。其優點是門診手術
，患者全程清醒，局麻下幾乎無痛，30
分鐘左右的手術後，即可下地回家，1
天內恢復正常活動。隨訪大多數病人，
術後癥狀改善明顯，不留疤痕。范縝醫
生具有14年外科行醫經驗，在靜脈曲張
的診斷和治療上具有很深的造詣，熟練
掌握英語，國語和上海話，診所提供粵
語，西班牙語及荷蘭語翻譯，到目前已
經有超過一千例靜脈曲張被成功治愈。

范縝醫生目前有兩個診所，具體地
址是：(1)中國城：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2) 8號公
路和 10 號公路交匯處：1140 Business
Center Dr., Suite 403, Houston, TX 77043
。撥打電話713-935-9758轉0號線人工
服務進行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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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Ride現代汽車的自動駕駛共享乘車服務
•乘客可以藉由智能手機招攬現代汽車的

Kona電動休旅車
•現代汽車與Pony.ai和Via共同研發了這項

服務
與Pony.ai和Via聯手打造，現代汽車推出了

BotRide，一個在公共道路上運行的自動駕駛共享

乘車服務。從11月4日開始，自動
駕駛的Kona電動休旅車隊能為加州
爾灣的當地居民提供免費的共享乘
車服務。
現代汽車集團業務開發、策略，和
技術部門總監Christopher Chang表
示： 「這項服務向包含大學生在內
的數百位爾灣居民介紹了BotRide，
目的在於研究乘客在自動駕駛共享
乘車環境中的行為舉止。我們將會
學習這些車輛行駛的環境，並優化
乘客的體驗。BotRide是現代汽車不
斷在汽車技術領域積累專業知識以
及致力於為客戶提供更加友善的移
動服務的例證。」
現代汽車與Pony.ai合作建構了自動

駕駛系統，並與Via合作創建了BotRide的共享乘
車技術和應用程式。乘客可以藉由 BotRide 的
APP (iOS 與 Android) 直接招攬自動駕駛的現代
Kona電動休旅車。Via的先進程式可以讓數位乘
客共享同一臺裝有Pony.ai自動駕駛科技的現代車
輛。這個APP可將乘客引導至鄰近地點上下車，
從而實現快速高效的共享車程，無須忍受漫長的

繞行或是不固定的路程與時間表。
現代汽車與Pony.ai的集成科技讓BotRide的

車輛能夠安全地在複雜路況行駛導航。這些車輛
配備了Pony.ai最新的感應器和專有軟體，可識別
周圍車輛的精確位置、處理市區的行人交通、準
確監視其周圍環境、預測其他駕駛人的行為，以
及精準地計畫相應行動。除了自動駕駛功能之外
，BotRide也在驗證其用戶體驗，為一個完全無人
駕駛的未來做準備。

BotRide一開始就已經備有數個乘客可能會去
地熱門地點。BotRide服務區域涵蓋了多個住宅、
商業，和機構地點。BotRide的技術優先考慮了乘
客與系統之間的互動，像是自動車上乘客認證、
從而讓乘客有機會提前熟悉會在將來普及的自動
駕駛技術。

北美現代汽車的先進產品策略經理 Daniel
Han表示： 「通過BotRide，現代汽車利用最先進
的自動駕駛汽車技術，向大眾介紹一個全新、安
全，與便捷的交通方式。BotRide代表了嶄新移動
科技的應用與最終商業化的一大步。除了為
BotRide提供技術支持的合作夥伴之外，更廣泛的
程式與社區生態系統也在使BotRide成為可能的
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BotRide服務可以作為

一個城市與企業如何能聯合起來，實現未來智慧
城市與交通系統的典範。」

現代汽車公司
於1967年建立，現代汽車公司致力於在兩百

多個國家提供世界一流的汽車與服務，從而成為
駕駛人的終生合作夥伴。現代汽車2018年在全球
銷售了超過450萬輛汽車，目前在全球擁有十一
萬名員工。現代汽車持續通過其車輛來增強其產
品陣容，這些車輛能協助開發一個更可持續的未
來，像是NEXO，全球第一款氫動力的SUV。

現代汽車自動駕駛汽車正式在加州爾灣上路現代汽車自動駕駛汽車正式在加州爾灣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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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技術最新技術MLSMLS鐳射治療儀無鐳射治療儀無痛痛、、快快速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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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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美國移民局宣布
新的H-1B電子註冊系統將於2020年正
式啟用。註冊窗口期為3月1日到3月20
日。雇主需要設立網上賬戶，填寫公司和
受益人的基本信息，並為每位受益人支付
十美元的註冊費。具體細節將隨後在移民
局的網站上公布。

H-1B電子註冊程序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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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抽取中簽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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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
材料。

H1B工作簽證簡介
H1B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作的

專業人士，如工程師、律師、會計、研究
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等。
H1B由雇主申請，受益人最長可在美國工
作六年(已經提出綠卡申請的可提出超過
六年的H1B申請)，在此期間並可變換雇
主，轉換成其他簽證，或申請永久居留
（綠卡）身份。
H1B適用甚廣，是企業或公司最常申請的
簽證，核準時間三至六個月不等。H1B簽
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請H4簽證陪同
入境及居留美國，也可以申請入學，但一
般情況下不可以在美國工作。H1B身份的
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工作：H1B持
有人的I-140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準
，而該H4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H1B持有
人已經處於H1B六年以後的延期階段。

H1B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學士或

以上的學位（專科加相關工作經驗也符合
條件）
2.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相關
3.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低工資標
準的工資

H1B工作簽證配額
2019年的配額是65,000,除去其中基

於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留給智利和新加坡
的 6,800 個配額，事實上,只剩下了 58,
200 個名額給其它國家的申請人使用. 另
外,根據2004 年 11月 20日通過新的法律
，每年增加了 20,000 個名額供獲得美國
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案主要包

括三類：
(1) 現在是H1B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H1B的雇主轉換；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 「非營
利研究機構」 或是 「政府單位的研究機構
」 ； 比如醫療中心，大學等或其附屬機
構。

H1B工作簽證快速申請
移民局自2001年7月30日開辦了快

速審理服務。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

多付出$1,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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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律師事
務所的經驗，移民局通常在幾天之內就作
出了審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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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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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確定一月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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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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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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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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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
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
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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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廣東，名城美食溫泉豪華團
好吃好玩無購物，一口價$580全包

（本報記者秦鴻鈞 ）經驗豐富，服務專業，位於
休士頓中國城科技廣場內有20多年歷史的 「呂氏保險
」 負責人呂振益表示：感恩大家對他們的支持與愛護 !
該公司自今年12月1日起已成為一家獨立的代理公司
，有更多的保險公司可選！請大家告訴大家 ！

同時， 「呂氏保險 」 也更新了他們的電話。他們
的新電話是：713-988-6811 或 713-988-3636 ！呂
振益說：請大家記得在今年12月15日之前，把明年
（2020年 ）的健保做好！

為了大家在12月15日前辦好保險，呂振益表示：
「呂氏保險 」 在今，明（本周六、日 ）兩天，周六
（早上10點至下午4點 ）及周日（上午11點至下午2
點及預約）將破例開門營業，以便協助還沒有做好健
保申請的僑界朋友及客戶，在本周日（12月15日，今

年的申請截止日）前，把明年的健保補助及保險搞定
！

呂振益是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稅務組及個
人財務計劃組會員，提供專業保險服務超過20年。在
過去幾年間，呂氏保險協助許多僑社朋友得到理想的
健保及補助。作為專業的保險經紀人及執業會計師，
呂氏保險對複雜的健保有關稅務、補助、資格及保險
的選擇，有獨特的見解及經驗，再加上他們經驗豐富
的團隊，可為顧客提供全方位專業的商業及個人保險
服務。 「呂氏保險」 位於文化中心斜對面，科技廣場
內。地址：5855 Sovereign Dr., Unit F, Houston ,TX
77036

呂氏保險自今年呂氏保險自今年1212月月11日起代理更多保險公司日起代理更多保險公司
本周六本周六、、日兩天開門營業日兩天開門營業，，為大家搞定明年健保補助為大家搞定明年健保補助

廣東是嶺南文化的重要傳承地，在語言、風
俗、生活習慣和歷史文化等方面都有著獨特的風
格。廣東的美食更是數之不盡，粵菜也是八大菜
系之一，值得品嘗。

廣州別稱羊城、花城，這裡是粵食之鄉、購
物天堂，文化交匯之地。無論是沙面建築群中精
美的歐洲古典建築，還是具有嶺南韻味的商業騎
樓，亦或是夜晚珠江沿岸的絢爛夜色，都會讓你
深深的愛上這座四季如春的南方都市。

【粵式早茶】老廣州一天的開始，一定是喝
早茶！“得閒飲茶”就是“有空喝茶”的意思，
來到廣州的朋友，當地人一定會帶他們“飲翻個
茶”（喝早茶）。蝦餃、鳳爪、排骨、燒麥、腸
粉、蛋撻、糯米雞、小米糕......太多早茶，名字數
的出來也未必吃得完。

佛山，又稱“禪城”，曾是中國四大名鎮之
一，是中國龍舟龍獅文化名城，粵劇的發源地，
廣府文化發源地和興盛地。佛山河網密佈，生態
環境優美，是獨具特色的嶺南水鄉。

【佛山冬瓜佛跳墻宴】佛山首創名菜，特色
冬瓜蠱佛跳墻，主料：魚翅、鮮鮑魚、刺參、大
干貝、幹魚肚、水魚、水鴨、海螺肉等，第一口
一定要喝湯！湯才是精華啊！食材軟嫩柔潤，濃
郁葷香又葷而不膩，味中有味，正！

順德【清暉園】始建於明代，取名“清暉”

，意為和煦普照之日光，喻父母之恩德。典型的
嶺南園林風光，全園建築精巧，建築藝術頗高，
蔚為壯觀。建築物形式輕巧靈活，雅讀樸素，庭
園空間主次分明，結構清晰。

“食在廣州，廚出鳳城”，鳳城就是順德。
順德是國內著名的“烹飪之都”和“粵菜之源”
，順德私房菜最多，但是會吃的人才能找到好吃

的。【順德百丈園私房菜】品嘗網紅名菜“姜太
公釣魚海鮮燴”，食材新鮮，吃法新穎，味道清
新！“黃媽媽金牌私房菜”，是一家在順德杏壇
鎮被眾多食客推崇的私房菜館，黃媽媽精心烹調
順德家鄉名菜，金牌名菜【八寶釀鯪魚】更獲得
首屆順德私房名菜類總冠軍，香港食神蔡瀾亦親
臨品嘗，讚不絕口！

尋味廣東，美景匯聚，舒適住宿，優質服務
，一價到底，包含小費，只要$580！無購物無推
薦，盡享旅遊樂趣！（圖片源自網絡，以實物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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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科技廣場內的呂氏保險健保中心圖為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科技廣場內的呂氏保險健保中心，，協助民協助民
眾辦妥明年的健保眾辦妥明年的健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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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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滿人間
~ 畢嘉士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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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6日(週五)今天早上看到朋友發

來消息，得知昔日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

的挪威籍畢嘉士醫師宣教士已於11月15
日在北歐挪威逝世，享年93歲。

1926年，畢嘉士生在挪威。父親因

經濟大蕭條失業，後罹患肺結核無錢治

療，必須向社會福利機構申請救濟金，

畢嘉士因此立志成為醫生救助窮人，考

上鹿特丹醫學院。畢嘉士在大學時加入

挪威協力會差會成為醫療宣教士，大學

畢業後娶卡莉為妻。

1954年，畢嘉士醫師在挪威協力差

會派遣下到臺灣樂生療養院服務。1961
年，畢嘉士在高雄成立皮膚科診所。為

顧及病人尊嚴，他看痲瘋病從不用手

套，且總讓痲瘋病人優先診療，以免病

患在診間等候受人指指點點。

1960年代，臺灣遭受小兒麻痺疫情

威脅，畢嘉士從美國進口沙賓疫苗，免

費幫屏東地區四千位孩童接種，為臺灣

第一次大規模接種小兒麻痺疫苗。1963
年成立全臺灣第一所小兒麻痺兒童之

家，也就是屏東勝利之家的前身，當時

沒有專門治療小兒麻痺的醫療技術和復

健器材，甚至所需要的支架和鐵鞋，也

要向美國訂製。

1975年，他發現有些小兒麻痺患者

因脊椎過度側彎壓迫心臟而喪命，遂延

請美國專攻脊椎矯正手術的瓊斯醫師來

屏東指導臺灣醫師施行手術。

畢嘉士一雙兒女都在臺灣出生，在

臺還領養了義子、義女。

畢嘉士醫生與兒子女兒暨收養的台
籍Anna

1997年台灣第七屆醫療奉獻獎，有

傅德蘭醫師、譚凱莉護士、畢嘉士醫

師、方懷正副主教、饒培德修女、林鄧

璐德護士等得獎人。

1984年，畢嘉士自屏東基督教醫院

退休後持續為弱勢奔走，遍及越南、波

利維亞、尼泊爾、海地等地。

2008年，畢嘉士獲得國王頒贈聖歐

拉夫勳章，表彰其在醫療宣教上的貢

獻。

2013年，以畢嘉士為名的畢嘉士基

金會成立，除照顧臺灣弱勢行動不方便

長者。同年，挪威記者畢容加拉．索漢

昆斯（Bjørn Jarle Sørheim-Queseth）為

畢嘉士寫的傳記《奇醫恩典》中文版在

臺灣出版。2019年11月15日，畢嘉士於

挪威逝世。(筆者摘錄畢嘉士醫師簡介

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畢嘉士醫師是我們敬愛的醫療宣教

士，筆者1975年至1984年曾經有幸與

畢嘉士醫師在屏東基督教醫院同工過，

當年我作外科護士、也曾照顧脊椎過度

側彎病患手術前後，畢醫師是全心全意

愛我們台灣病患。在醫院，看到有病人

急需輸血，他和其他外籍醫師暨護理主

任譚凱莉更是捐血不落人後，他們宣教

士的愛心，也深深激勵我(筆者也多次

捐血給病人)；他的滿臉笑容，走路快

速的身影，常蕩漾在我心中，他真的是

又忠心又良善的好醫生，是我們的好榜

樣，令我們懷念他。試問你、我是個好

醫生(好護士)嗎？你是以愛心待人接物

的嗎？

 畢醫生和兒子返台探望老朋友們

◎友人來信
1.高美香:我有和畢大夫當年為脊椎

側彎小孩同開刀，我作麻醉師。他們

夫婦愛心收養台灣籍女兒Anna(罹患小

兒麻痺)，提供Anna唸關渡基督書院畢

業。

2.姚碧虹:真的好懷念他呀！他真是

個讓我們學習的榜樣。

3.陳雪芳:懷念畢大夫，他和畢太太

以前和我五姊很要好（我姐當年在屏基

門診作護士），我爸媽也常去屏基看

診， 所以和我們一家都很熟，常常去

我家店裡坐坐，有時也一起吃飯呢？我

和她收養的女兒方勸（我們都叫她Anna
安娜）很熟，好多次和她去她們高雄的

痲瘋療養院裡的家，一起在廚房煮西式

的中餐呢！真的是很有愛的一家人，很

懷念我們以前在屏基的那段日子啊！

4.甘秀瓊:上帝很偉大！感動無數祂

的兒女為聖潔的器皿，是我們的好榜

樣。

5.潘純銀:屏基救很多屏東人，也幫

助需要的人，台灣早期有很多有愛心的

宣教士幫助台灣。向畢醫師及所有宣教

士致敬！一生精華歲月奉獻在台灣，老

年心繫台灣，感念畢醫生的大愛！

6.何雅娟: 潘師母，畢大夫是位满有

見證、愛心、忠心的主的好僕人。以前

常聽你們大家提到畢大夫，妳有跟過他

同事，無形的領受、影響、就臨到妳的

身上、成為妳今日的造就、助益。是有

福的人。

7. Kathy : Dear 潘師母:感謝 神，把

您及潘牧師擺在我們中間，深深体會到

神的愛在你們身上向眾人無愧無限的付

出....也感謝您們對我們海灣華人教會、

會友、慕道友、中國來燒燙傷孩子們、

遊學生們的關愛！願神豐豐富富的祝福

您！  

     懷念挪威醫生 -- 畢嘉士

〝來台行醫 30 年內，畢嘉士醫師
足跡遍布台灣南北，遍尋各種方法及
和各方人群爭取資源， 秉持一貫「永
不放棄」以解決問題的精神，醫治痲
瘋、肺結核、小兒痲痺等。〞

 把愛化為改變的力量
 1954 年 28 歲的畢嘉士醫師帶著妻

子來台行醫，第一站駐留專收痲瘋病
人的台北樂生療養院，2 年後在挪威差
會派遣下，畢嘉士南下經營屏東基督
教醫院的前身「基督教診所」。

畢醫師發現南部的痲瘋病人更多，
且因社會歧視多半躲在家中與人群隔
離。鑒於此，他便在高雄成立「特別
皮膚科診所」，並四處尋找病人。

此外，早年台灣肺結核盛行，許多
兒童染病因為沒錢治療而不幸夭折。
於是，他又率先設立一所結核病童療
養院。繼而因 50 年代台灣爆發小兒麻
痺大流行，療養院後來也兼收小兒麻
痺病童。畢醫師一看到在地上爬的、
病懨懨的小孩，總是直接抱回療養院，
不放棄任何一個寶貴生命。

爭取首批疫苗，引進脊椎矯正技術
眼見全台各地許多孩童，在沒有小

兒麻痺疫苗的情況下被感染，畢醫師
越發憂心，親自到世界衛生組織要求
提供疫苗不成後，轉向製造的美國藥
廠遊說，請求藥廠提供。因此 1962 年
屏基得以從美國進口沙賓疫苗，免費
幫屏東地區 4 千位孩童接種，這是台
灣第一次大規模接種小兒麻痺疫苗。

接著成立支架工廠，自製支架供病
童使用，讓孩子們可以站起來，收費
只有市價的三分之一。後來發現病童
們出現脊椎側彎的後遺症，便在 1975
年越洋延請美國夏威夷州及香港的骨
科醫師來院指導脊椎側彎矯正手術，
讓小兒麻痺患者獲得更佳的治療；在
國內外醫師的合作下，幫助 1 萬多名
病患重新站起來。

為了讓孩子未來可以獨立自主，
1963 年畢嘉士醫師向屏東縣政府爭取
孩子們的受教權，屏東縣政府指定屏
東市仁愛國小開辦肢體殘障特殊班，
這是台灣國小首創，開啟特殊教育新
頁。1970 年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
策，屏東市明正國中增設了「堅強班」
專收仁愛國小肢體殘障特殊班畢業的
學生，許多孩子因此考上大學、研究
所，人生完全改觀。

好醫德留台灣，足跡遍及山地部落
畢嘉士醫師來到屏東以後，經常

利用週末假日帶著醫護人員兵分多路，
往霧台鄉、好茶村、牡丹鄉等部落展開
免費醫療服務。清晨跋山涉水走一天崎
嶇山路，義診一、二天又披星戴月趕路
下山，且經常要輪流揹重症病患下山就
醫。

有一陣子山地部落麻疹大流行加上
原本就有不少肺結核患者，兩病齊發，
許多人因而喪命。考量用步行的方式能
救治人數有限，畢醫師便到美軍聚集的
酒吧，情商當時駐紮在屏東機場的美軍
軍官派遣運輸機幫忙。於是畢醫師在軍
機運送下，一個部落接一個部落幫幾百
個民眾施打盤尼西林，總算終止麻疹的
流行。

無私奉獻，上帝派來的歡喜使者
畢嘉士醫師在台 30 年，在最炎熱最

南端的屏東，讓許多絕望的痲瘋病患再
次體察人間有愛，也讓深山的原住民知
曉自己是上帝關愛的兒女，更幫助來自
全台各地一萬多名小兒麻痺患者揮別爬
行的命運。其無私的奉獻，對台灣醫療
的付出於 1997 年榮獲第七屆醫療奉獻
獎。

畢嘉士醫師就像上帝派來人間的歡
喜使者，無數因病殘缺的人，都因為他，
重拾了活下去的尊嚴與希望。

文章轉載自 https://bjorgaas.org.tw/about2.

在前幾天， 11/15 有個對台灣非常
有貢獻的人逝世了。

這位對台灣非常有貢獻的人，是一
位挪威醫生 -- 畢嘉士，大家稱他「畢大
夫」。28 歲結婚不到一個月就帶著妻子
來台灣救人，直到 1984 年 59 歲離開台
灣，繼續到其他落後國家奔走救人，畢
嘉士醫生有小兒麻痺之父之稱，台灣的
小兒麻痺症絕跡跟他有很大的關係。

當年來台灣先到樂生療養院，起初
該院病患對這外國醫師十分排拒，有
天，一名痲瘋病人因為膿卡在氣管快斷
氣，他立即用導尿管從病人的氣管切口
吸出膿液，直到病人的臉色由烏青轉為
紅潤。還有做了很多難以置信的事，從
此得到病患完全的信賴。

後來到了高雄、屏東，展開山地巡
迴醫療、痲瘋病人救治、肺結核及小兒
麻痺治療 ....他救了一萬還二萬個病患，
這已經數不清了。也曾多次為了輸血給
病患，然後馬上動手術，也曾多次暈倒。
( 他說以前醫療落後，開刀都一直流汗
沒空調，有風就不錯了，燈管又熱得發
燙。)

50~60 年前台灣還是落後國家，窮
人非常多，沒錢看病的更是比比皆是。

他每個月的薪水幾乎都耗盡了，領
著教會的錢，但其實自己過非常簡樸，
甚至可說很窮 .... 也許北歐的社會福利
很好，讓他可以安心的在壯年時期完全
的奉獻給台灣，而無後顧之憂，當然，
我相信這還是不容易的。

在他離開台灣回挪威之後，每隔一
段時間還是會回台灣看看老朋友與病
人，厲害的是，有些病人 20 年沒見到
他，一見到都是跟見到偶像一樣簇擁
著，他也熱情地一一握手與擁抱。

大家會這麼感念他，不是沒原因
的，畢竟大家都很瞧不起的弱勢族群，
在他眼裡，完全都是平等的「人」。他
不怕你髒、臭，總是笑得很開朗。

2008 年，他獲得挪威國王頒贈聖
歐拉夫勳章，表彰其在醫療宣教上的貢
獻。

2013 年， 挪 威 記 者（Bjørn Jarle 
Sørheim-Queseth）為他寫的傳記《奇醫
恩典》中文版在臺灣出版。https://www.
books.com.tw/products/0010612471

2019 年 11 月 15 日，畢嘉士於挪威
逝世。

這 是 2013 年 來 台 灣 的 時 候，
電 視 專 訪 50 分 鐘， 蠻 難 得 的 影
片。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s31s5Ol7Y1Y&t=1723s

他是一位你聽他講話就感覺無比誠
懇，而且無法懷疑的一位偉大醫生。他
做的事情不只是醫生救人，還給了這些
被遺棄的病人一股希望與生機，這真的
很難做到。

不知道在 2019 年的現在，還有多少
這樣願意奉獻犧牲的人。

我的這些短短文字不足以介紹他的
千分之一，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看他的
傳記，或者點個 youtube 的專訪影片，
我相信會讓你深深感動產生很多想法。
也感念這位人士對於台灣這片土地的無
私奉獻。

雖然他常跟我說：「這沒什麼的，
孩子，這都是上帝要我做的。」

我懷念著他緊緊擁抱著我的力道，
用很刺的鬍鬚跟我擁抱時的感覺。( 當
時我年紀小，覺得好刺，真痛 )

他跟我說過：「金錢當然很重要，
可以幫到很多人，但我們要用影響力與
能力去幫助別人，錢會有用光的時候，
但能力跟影響力是永遠的。」

他在 10 多年前就跟我說過：「我走
了不要難過，我都這麼老了，去見上帝
只是去報告我的任務完成了多少，小事

情而已啦！哈哈。」
我永遠難忘他的笑聲，心態就像個

小孩，根本不像個老人家，即便他 93
歲。

逝世的第一時間，2019 年 11/15，
我弟弟接到來自北歐遠方的電話，我隔
兩天才知道。

我謹記他曾說過的話，沒有太多哀
傷，也安慰我的父母親，我說 90 幾歲
去見上帝是正常的，總不可能人類活到
130 歲吧。

這兩週多的時間，眼淚還是流下
了。很難掩蓋情緒，即便我還是每天發
文，做該做的事情。

是的，他是我的親人、長輩，不敢
沾他的一丁點的榮光，這兩週以來我想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說這事。

我的 30 年好友，昨晚得知這事，告
訴我應該要分享給我的專欄讀者知道。
雖然我的影響力不多，但這份良善與精
神，應該傳達給大家認識。

畢嘉士醫生在天堂還是會記著我們
台灣的，也謝謝你們支持我的專欄。

相關新聞連結，你們有興趣可以自
行 Google。但其實也不多就是了，覺得
小遺憾。台灣的媒體要點擊率我理解，
但這樣的人奉獻台灣 30 幾年，是否要
讓大家多一點認識，抱歉，打完這篇，
我淚水又滴下一次，祝福他老人家，我
會好好聽他的話，把影響力繼續延續下
去。

# 看過專訪影片會知道他多麼和善
# 他不居功總說別的醫生更辛苦
# 同時期也有許多偉大的人為台灣     
    奉獻
# 這些外國人用當今的價值觀來看 
   一定覺得很傻
# 影片中他中英文混合著講有字幕

註 : 感謝友人提供《懷念挪威醫生 --
畢嘉士 》文章

畢嘉士醫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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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感恩節音樂會  樂聲美聲讓愛串流
撰文：黃芳文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下午，在會所靜思堂舉辦一場結合音樂與美聲的「慈善募心募款音樂會」，

同時慶祝慈濟深耕美國屆滿三十週年；音樂會吸引約四百五十位來賓出席，共同見證慈濟凝聚眾人善念，並祝福慈濟

美國的慈悲與大愛精神，延續無盡的三十年。

音樂會一開始，在靜謐昏暗燈光下， 「慈濟美國三十週

年」回顧影帶躍上螢幕，視頻紀錄慈濟人用愛與關懷

膚慰苦難眾生，慈濟人足跡遍及慈善、教育、人文、醫療四

大志業，在美國和中南美洲等地播散大愛的種子。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柔美的歌曲響起，主持人李靜誼及

慈濟志工莊慈銘緩緩從後台走出，揭開了音樂會的序幕。莊

慈銘坐在舞台一側，優雅恬靜地展演靜思花道，無聲說法呈

現「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境界。

 音樂會中首先登場是本地日本籍鋼琴家三牧可奈（Kana 

Mimaki），她是第二次參與慈濟音樂會的表演。她彈奏三首

不同曲風的樂曲，觀眾隨著樂曲律動搖晃著頭，心跳跟著音

符起伏，沉浸在優美旋律中。

 臺灣籍的簡韶芹 (Shaochin  Chien)、張中威 (Johnny 

Chang)、美國籍的賽爾達菲斯瓊斯  (Zelda Faith Jones)、日

本籍的林詩乃  (Shino Hayashi) 四位音樂家組成的弦樂四重

奏 ， 帶來耳熟能詳的臺灣民謠組曲 ， 包括 《思慕的人》、

《草螟弄雞公》、《望春風》、《雨夜花》、《白牡丹》

等，在組曲中加上爵士風的演奏，更令人陶醉。

◎跳躍音符療癒人心 

◎莫忘那年人間有愛 

◎找回初心的橄欖樹 

坎普山火周年 慈濟康考山區發放
撰文： 張今寶／北加州報導

在北加州坎普山火（Camp Fire）周年前夕，慈濟志工

於2019年11月2日前往災情嚴重的康考（Concow）山

區，為仍在重建生活中掙扎的數百位當地居民，舉辦冬令發

放，協助山區民眾提早準備即將來臨的嚴冬。

今年九月份在北加及南加參與慈濟愛心音樂會演出的臺

灣藝人王中平及余皓然夫婦，再度到德州分會無償

演出。王中平厚實的嗓音一開唱，激起觀眾如雷掌聲。他以

《起家》歌曲開唱，夫妻倆最後以《感恩的心》帶動觀眾合

唱，輕柔和諧的歌聲，搭配著台下搖曳的手機燈光， 讓莊嚴

的靜思堂增添一股浪漫氣氛。

 2017年哈維風災重創休士頓大地區，當時的影片一播

出，令人感受到大自然反撲的力量，也見證慈濟志工兩年

來，對受災戶持續不斷的關懷。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談及

「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群人」，並邀請1990年護持慈

濟在休士頓萌芽的朋友一起上台，他更特別感恩各界領袖和

長期護持慈濟的善心人士。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全程參與盛

會，他對慈濟人愛的足跡不停歇深表感動，之後並發揮愛

心，當場捐贈支票善款。

有「天籟之音」美譽的歌手齊豫擔綱壓軸節目，她空靈

般的《胭脂蝴蝶》歌聲響起，讓大家陶醉在美聲中。

隨後齊豫演唱《觀音菩薩偈》及《愛灑人間》英文版，和其

代表作品《橄欖樹》。她提到：「《橄欖樹》其實是人生追

求的幻化過程，永遠都有不同的《橄欖樹》出現；學佛之

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邀請1990年護持慈濟在休士頓萌芽的朋友一起上
台表達感恩。攝影／陳欣悅

台灣藝人王中平（右）和妻子余皓然（左）合唱。攝影／陳宗坤

◎本土力量的茁壯

一年前志工在災後到山區探訪，發現居民需求後，為讓

他們知道並不孤單，因此，慈濟人每週都回到康考山

區關懷居民。山火發生將滿一年，志工特地為居民需求舉辦

冬令發放，發放物資除毛毯，睡袋、夾克，還包括太陽能充

電器，太陽能手提燈（可當成手電筒），及可於當地五金行

購物的50元禮券。

 此次發放，由2019年7月剛成立的慈濟溪口（Chico）志

工團隊負責籌畫準備。雖然溪口新團隊人力精簡，但已充分

展現本土力量的茁壯，尢其聯合聖荷西與中谷地區志工，共

計58名人力，一起執行發放行動，成就圓滿更顯得踏實與意

義深遠。

 慈濟北加州執行長謝明晉在過去一年，持續每兩週就

開三個多小時的車，從聖荷西到溪口參加地區中長期重建會

議，並培養當地志工團隊，設立辦公室，深入關懷個案，就

因此這次冬令發放，特別邀請當地縣政府中長期重建

組織的精神情緖輔導小組委員會代表雪倫·薩爾茲

（Sharon Salz）前來參加。雪倫在發放活動中，全程陪伴前

來領取物資的民眾，和慈濟志工緊密合作，見證慈濟深入災

區持續中長期援助的堅實決心。

 負責康考山區冬令發放總協調的志工林香汝形容災後居

民的生活，她說，當地遭坎普山火破壞原有住地後，多數民

眾被迫住在拖車房甚或臨時帳篷內，山火過後一年，災民的

家園重建，仍是迢迢長路。山區常遇停電或沒有住屋電力的

居民們，須面對深秋夜間瀕臨冰點的溫度，居民們也開始利

用木板，自行搭建臨時短期簡易棚舍（Shed）避寒。

 林香汝説：「看到這些物資金錢都有困難的居民，我們

山區居民妮可（Nicole）的生活也受到坎普山火衝撃，

但她仍盡一切力量幫助社區。例如，在災後， 妮可除

了擔任物資倉庫管理發送工作，也提供自家住屋設施，讓住

在她家中的7個社區災民，和在屬於妮可房外空地上停放拖

車屋或搭建帳篷其他家庭的11位成員，可以有地方沖澡，以

及使用洗衣機清洗衣物。另外，還有兩個為災民購置的發動

機，用來啟動戶外冷凍冰櫃來儲存食物；妮可也經常幫忙運

送物資給她所熟識的約七十戶山區家庭，這些家庭有許多甚

至沒有交通工具，妮可常需要幫忙運送到府。

 雪芮兒（Cherryle）是位行走不太方便的年長婦人，獨

自住在小托車屋裏，坎普山火後經濟十分困頓，日常所需的

燃料瓦斯費用，對她是一項不小的壓力，所以發放的太陽能

手提燈和太陽能充電器，可以幫助減少燃料支出，她說：「

所以我很感謝慈濟志工在物資上的設想周到，幫助我們解決

許多問題。」

 許多歷經坎普山火的災民，在山火屆滿一年的此時，都

在等待生命中的另一個春天能再來臨。嚴冬將臨，慈濟冬令

發放所帶來的溫暖，將陪伴坎普山火災民們，度過每一個黑

暗寒冷的夜晚，在這份嚴冬的溫暖中，等待春天。

是希望融入社區，結合主流力量，讓山火後的災民家園重建

工作，能夠順利持續，一步一腳印，踏實往前走。

 謝明晉說，坎普山火發生時，慈濟志工在急難救助中

心，迅速投入賑災，發放毛毯和急難救助現值卡，和災民結

了一份很好的緣份，中長期工作的持續堅持，就是把握因

緣，持續將慈濟大愛推廣出去。

◎持續中長期援助

◎嚴冬中的溫暖

後，才發現一直努力追求的《橄欖樹》都還沒有契機，真正

要追尋的，是心中原有的那尊佛性。不要忘了學佛開始的初

心，所有的初心都不應該忘懷。」

 靜思堂的舞台布置沒有特別的聲光效果，也沒有亮眼的

舞台布置，但演出者誠懇的態度和帶著愛能量的表演，觸動

了每一位觀眾。

 觀眾顏憲欽：「如此簡單的方式來呈現音樂會，令我深

受感動，尤其在唱《感恩的心》那時刻，覺得也被感動了。

歌詞雖簡單但是意義深遠，想想我們周圍有多少的人來成就

我們這一生。平時不常說感恩，但是今天參與了音樂會之

後，真的要說『感恩』！」

 除了休士頓本地民眾參與之外，也有奧斯汀居民開三個

小時車過來。音樂會前一天晚上才剛從獅子山賑災回來的志

工劉鏡鏘，沒回奧斯汀選擇在休士頓待一晚，只為了要參加

音樂會。

 音樂會活動結束後，齊豫、王中平及余皓然為靜思出版

的大愛劇場音樂光碟現場簽名，為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招生中
適齡適性的啟發性活動，啟發學習興趣的主題式角落教學。中英文雙語教
學，將東西方文化節慶融入課程教學。歡迎2.5～4歲孩童報名。

詳情請洽李園長 713-395-0303
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Houst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活  動  看  板

聯絡單位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家長中文班等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713-270-9988

713-270-9988

713-270-9988

770-458-1000

512-491-0358

954-538-1172

407-292-1146

504-782-5168

210-875-6932

361-987-7130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亞特蘭大支會

奧斯汀聯絡處

邁阿密聯絡處

奧蘭多聯絡處

紐奧良聯絡點

聖安東尼聯絡點

康福聯絡點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感到相當心疼。」因此慈濟志工凖備了現金禮券，讓居民可

以到平時社區聚會所在，也是山區唯一的商店五金行，購買

搭蓋臨時棚舍所需的瓦斯、木板、材料或工具，協助居民準

備過冬。

北加州坎普山火滿周年前夕，慈濟志工前往災情嚴重的康考山區，為山火災民舉辦冬令發放。攝影／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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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參保健

精選
特惠產品

買3送1
限時限量

花旗參片 #0126ＭＭ花旗參粉 #1174 花旗參丸 #1001

>>> 請洽全美
超市及參茸行

＊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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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