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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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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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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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諾亞方舟可能剛剛被發現使人們不能否認
一個複制的方舟已經在荷蘭建成並展示給全世界觀看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在全球各地的古代文
化文字中都發現了災難性洪水的傳說，各種方
舟的故事具有一些讓人們感到驚訝的相似之處
。方舟的 故事強調有一個人在建造一艘巨大的
船，然後他在船上等候世界洪水氾濫。由於躲
在巨大的方舟中，他的家人和許多動物倖免於
大洪水，否則他們的所有家人和動物將被洪水
淹沒。諾亞方舟（Noah&#39;s Ark）多年來是
特別令考古學家和尋寶者人著迷的故事：有一
個世紀許多人曾經聲稱發現了聖經船的殘餘物
，但最近有一個團隊有一個全新的發現，可能
是真正的發現了諾亞方舟。根據《聖經》和
《古蘭經》中出現的故事，上帝要求諾亞建造
一個巨大的方舟，讓他可以等待毀滅世界的風
暴。 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也有與《創世紀
》的記載平行的故事，此外在其他地區，也有
許多相似的故事，是世界上廣泛流傳的相似傳
說故事之一。

實際上，這個故事是諾亞方舟，在聖經中
得到了生動的描述。《創世紀》第6章到第9章
記載了諾亞方舟的故事。創造世界萬物的上帝
耶和華見到地上充滿敗壞、強暴和不法的邪惡
行為，於是計畫用洪水消滅惡人。人類中有一
位叫做諾亞的好人。《創世紀》記載：“諾亞
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耶和
華神指示諾亞建造一艘方舟，並帶著他的妻子
、兒子（閃、含與雅弗）與媳婦。同時神也指
示諾亞將牲畜與鳥類等動物帶上方舟，且必須
包括雌性與雄性。當方舟建造完成時，大洪水
也開始了，這時諾亞與他的家人，以及動物們
皆已進入了方舟。《創世紀》如此形容洪水剛
開始的景況：“當諾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
一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
開了。四十晝夜降大雨在地上”。洪水淹沒了

最高的山，在陸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諾
亞一家人與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

記載中諾亞方舟花了120年才建成，這段故
事分別被紀錄在《希伯來聖經·創世紀》（《舊
約聖經·創世紀》）以及伊斯蘭教的《古蘭經》
。根據《聖經》上的記載，方舟長133.5米，寬
22.3 米，高 13.4 米，方舟長度大約是伊莉莎白
女王二號郵輪一半長。這艘方舟其大小及排水
量約為著名的鐵達尼號 (排水量約5萬3千公頓)
的五分之三。方舟總的容積達40000立方米，底
倉面積8900平方米。方舟的長度是寬度的6倍
、高度的10倍。方舟的形狀有如箱子一般。諾
亞看來把動物和超過一年的糧食平均地安置在
方舟上。裝載了諾亞一家八口，以及各種飛禽
走獸。在洪水來臨之時，大地全部被洪水淹沒
，只有諾亞方舟上的各種生物得以倖免，在洪
水過後，諾亞方舟擱淺在了亞拉臘山上，最後
，上帝以彩虹為立約的記號，不再因人的緣故
詛咒大地，並使各種生物存留永不停息。

關於諾亞的討論已有很長的時間，隨著方
舟的故事越來越流行，探險家開始發起探險隊
，尋找船上剩下的東西。許多方舟狂人相信政
府的兩張模糊的亞拉臘山的照片。因此，在
2004年，商人丹尼爾·麥吉文（Daniel McGivern
）著手研究亞拉臘山的異常情況時，當土耳其
政府拒絕他訪問時，許多人感到失望。另一支
隊伍登上了伊朗的阿爾伯茲山（Alborz Moun-
tains），發現了看起來像一塊巨大的黑色廢墟
。 大多數探險都被當作騙局來揭穿。但是一個
小組在2007年做出了令人震驚的發現，改變了
一切。當總部位於香港的諾亞方舟部國際組織
（NAMI）前往亞拉臘山時，他們發現一些考古
學家正在努力解釋發現的事情。據稱，NAMI
探險家在山上約13,000 英尺處發現了埋在地下

的大型木製隔間。 當他們進一步調查廢墟
時，他的小組使用放射性碳測年法對這些
材料進行了測試，結果發現該木材的年齡
大約為 4,800 年-大約是諾亞（Noah）建
造他的方舟的時間。 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
吻合，聖經寫的是4800年前的故事！

方舟的安息之地-亞拉臘山是現代概
念，儘管調查結果沒有得到證實，但土耳
其計劃向聯合國請願，將其列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一位NAMI成員在聲
明中說：“我們相信，我們輸入的木結構
與歷史記載中記錄的結構相同，並且與當
地人所指示的那艘古老方舟相同。

早在1990年代初期，荷蘭人Johan (約
翰) 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這位年輕的商人
看到了一場大洪水的景象，這場洪災席捲
了他的家鄉荷蘭北荷蘭省。 第二天早上，
想到了一個無法動搖的想法。然後，在
2008年，人們注意到在多德雷赫特灣發生
了一些建築。 在 21 艘駁船的地基上，一
個船員正在組裝一個巨大的木製船體。整
整四年之後，Johan 終於準備好揭開他夢
裡的傑作。 約翰的船員放下跳板時，一大
群人圍在木船上。Johan 製作了諾亞方舟
的完整復製品！ 受他虔誠的信仰和世界末
日的夢想的啟發，約翰將這艘船設想為一種教
育和使人們團結在一起的壯舉方式。

回到聖經，我們想知道挪亞方舟背後的關
鍵信息是什麼。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說：法利賽
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
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
裡。因為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好像閃電從天
這邊一閃直照到天那邊。只是他必須先受許多
苦，又被這世代棄絕。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

的日子也要怎樣。(挪亞)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
，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样
。上帝希望人們知道上帝非常耐心等待人們悔
改並尋求他並相信耶穌，這樣當耶穌回到世界
時人們可以得救，並且可以避免審判和懲罰。

第十四屆第十四屆““豐田杯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左三左三））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督導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
（（左五左五））一行於本周四前往一行於本周四前往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捐款捐款，，由代表由代表（（左四左四
））接受接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多年來以其良
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頓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並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評。近年來該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人銷售和服務
團隊。他們以最優惠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把經濟耐用，
質量上乘的各種新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面前。 STER-
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在獲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
同時，還積極地支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由
該公司贊助主辦的第十四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將於
2020年1月5日（星期日）上午9：30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舉
辦。屆時將有眾多的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現他們的球藝。此次比

賽的目的在於檢驗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平，培養孩
子們積極向上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強他們的體質，並能在比賽
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促進少年乒乓球運動的快速
發展。

本次比賽也得到了在休斯頓有著極佳口碑的脊椎骨神經科劉
書德醫師的鼎力相助。劉醫生多年來非常關注和支持休斯頓的少
年乒乓球運動，並贊助此次比賽。

凡是年齡在18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女乒乓球愛好者
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30美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年12月28
日。超過規定時間的報名者，報名費為45美元。本屆比賽不接

受現場報名。所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於2020年1月5日上午9:
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A，B，C, D 四個組別。
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進入相應組別。比賽採取3局

2勝，每局11分。比賽將使用國際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豐田汽
車公司將為獲獎運動員提供獎杯一座。同時為所有參賽的運動員
提供免費午餐和飲料。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5902 SuiteA Sovereign Dr. Hous-
ton, TX, 77036. 聯繫人：王教練，手機：832-287-6688

聖經描述的諾亞方舟聖經描述的諾亞方舟。。

20122012年年，，一個複制的方舟已經在荷蘭建造完成並展示一個複制的方舟已經在荷蘭建造完成並展示
給全世界觀看給全世界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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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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大校友會舉辦珠寶講座交大校友會舉辦珠寶講座
馮啟豐應邀主講水晶馮啟豐應邀主講水晶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新竹交通大學校友會於11月23
日上午10時至中，在Quality Inn Suite舉辦珠寶講座，馮氏貿易
公司（寶石批發）負責人馮啟豐（Toyo Feng)應邀主講水晶，許
多僑界人士獲益良多。

休士頓新竹交通大學校友會葉德雲會長致詞，馮啟豐從事珠
寶祼石批發近20年，經過多年的鑽妍對於各種天然寶石的鑑賞
與認知，具有豐富知識和經驗，特別感謝他11月22日才返美，
忍受著時差的疲憊，為大家分享 「天然水晶下的繽紛世界」，並
帶來各種天然寶石及珠寶供與會人士欣賞。

馮啟豐說明，寶石是指天然的珠寶玉石原石和它們的加工品
，白話而言他們都是石頭族，國際珠寶專家以礦物學的分類，將
寶石根據其化學組成和晶體結構不同而細分。馮啟豐11月23日
分別以水晶的形成天然現象，包括幽靈（Phantom)、折光
（Chatoyant)、彩虹（Rainbow)、共生（Coexist)等水晶石收藏品
，讓與會人士欣賞把玩。接著分別以顏色、形態和物理性質差異
分別說明。

白水晶（Rock Crystal)-白水晶又稱無色水晶，它純淨透明
，是大地神奇的贈禮，擁有所有能量的綜合體，在整個水晶的族
群來說，分布最廣，數量也最多。白色水晶代表著平衡和美滿，
是水晶家族最具代表性、功能最多、應用最廣，助人最多的寶石
，能幫助人們凈化全身混亂的磁場，提升聚集正面的磁場，被人
們稱為 「晶王」。功效1. 平衡內心磁場和情緒。白水晶是所有
水晶種類中，磁場能量最平穩、最純粹的，它的磁場幾乎不會被
其他的力量所影響，而始終保持它的一貫性和穩定性。所以白水
晶最拿手的就是幫助人們穩定其健康的磁場，而且還能在平衡健
康磁場的同時，可以平衡人們的內心磁場和情緒，不大容易受到
外來刺激的影響。2. 提高專注力和記憶力。白水晶可以為人提供
精神力量，幫助遮蔽外在物象的干擾，使人的思維更集中，頭腦
更清晰，專注力更高，同時使人的記憶力和理解能力都得到增強
。最適合學生和一些需要時刻保持頭腦清晰的人群。 3. 預防輻
射。白水晶強大的遮蔽功能，還可以幫人阻攔電磁輻射，從而減
輕輻射對人體的傷害。將小的水晶簇擺放在電腦、電視機、微波
爐等電器產品上或周圍，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輻射的功能。4. 清除
負能量。白水晶是佛教七寶之一，又稱為 「摩尼寶珠」顧名思義
，而白水晶所作成的佛像或文物更是對於練氣、供佛、避邪、擋
剎、鎮它、占卜都擁有強大的正向及神佛加持能力，對於清除負
效能量更是擁有其強大功效。5. 避邪轉運。白水晶更能使人心靈
寧靜，和諧純潔，淨化四周及人體自身的負效能量，帶來好運，
使多病多波折的人恢復元氣而健康強壯。在國外的神巫靈異中，
水晶具有使陰氣不得靠近，鎮宅、鎮店、辟邪的作用。

粉晶（Rose Quartz)功效1.使人心情愉悅。粉紅、嬌嫩、又
透明的粉水晶對應心輪，屬於開朗型水晶，它能改善急躁，直率
，與缺乏耐心的個性，增強人的親和力，特別適合性格比較沉穩
自制力較強，時常悶悶不樂的人佩戴，有助於激發佩戴者心中的
喜悅和快樂，消除煩躁的情緒，使人每天都有開心的心情。 2.
改善人際關係。對於平常因種種因素導致人緣不好人際關係欠佳
的人，無論是佩戴粉水晶還是在家里擺放粉水晶，都可讓你更有
包容心與同理心，從而改善人際關係不佳的狀況，使自己的人緣
大開，在職場上能夠左右逢源。3. 增旺桃花運。粉水晶也被稱作
是愛情之石，可以招來桃花，得到美好的姻緣。單身族想要找到
物件的人，佩戴粉水晶手鏈、吊墜或是擺放粉水晶球、七星陣都

有助於招來桃花運，使你桃花朵朵開。4. 化解感情矛盾。已婚族
或情侶吵架冷戰不說話的時候，將粉晶放置於兩人枕頭中間，可
幫助床頭吵床尾和，化解尷尬。 5. 增強生意緣。店家或公司企
業希望人氣旺旺，顧客絡繹不絕上門來成交的話，可于店內財位
或櫃臺擺放粉晶球或七星陣，會有明顯的旺人氣效果。對於外出
的一些業務人員，隨身佩帶粉晶，可以增強與客戶間的關係，提
高親和力，促進商務的成功。 6. 增強心肺功能。因為粉水晶對
應心輪，可對心肺、免疫系統、淋巴腺、胸腺功能有幫助，據說
對心痛、心臟病、高血壓、緊張、失眠、憤怒等生理現象有舒緩
功能。

紫水晶（Amethyst)-開發智慧，幫助思考，加強記憶力，亦
有助人緣。平穩情緒，提高直覺力。二月生日石。紫水晶的名稱
源自希臘文 「不醉」之意，從前歐洲人因紫水晶有著如葡萄酒的
顏色，所以相信紫水晶有防醉的力量；而中國古代中藥 「五石散
」之一就是紫水晶。功效1.紫水晶代表高層次、靈性上、精神上
的愛意，可以當成對仰慕者的一種定情物、信物。2.人們一直將
紫水晶作為附身符和辟邪之物，因為人們相信它能夠驅趕惡魔和
增強個人運氣。3.紫水晶可以消弭霸氣，帶來貴氣，加強包容心
、容忍性，最有利於領導統御，增強人緣，促進人際關係，也可
以讓部屬為您賣命效勞，具有相學 「因貴得財」之意。 4. 讓小
朋友佩戴紫水晶飾物，有助於平撫貪玩、愛玩的心，開發智慧，
加強記憶力與注意力，用功讀書，增強考運。 5. 不同深淺的紫
色光可對應眉輪及頂輪，據說可加強記憶力與注意力，對於腦部
的病變及老化有改善的作用，對於頭痛、偏頭痛等症狀也有舒緩
的效果。6. 將紫晶洞、紫晶花放在家中、辦公室、商店裡，走道
動的末端，有吸納財氣、人氣的作用，也是聚財的意思。7. 當在
室內的風水上發現有衝、有煞的情形下，可在紫晶洞前面再擺上
一顆水晶球，一併擺在這個衝煞的行徑路上，有化衝解煞的作用
。

黃水晶（Citrine)- 黃水晶在寶石界被稱為 「水晶黃寶石」，
其顏色從淺黃、正黃、橙黃、到金黃都有。由於亮度與彩度都十
分出色，只要是透明而光潔，都稱上品，而且又遠比黃玉剔透，
因此備受消費者青睞，常被切割成墜飾或戒面。由於天然黃水晶
極為稀少，價格也比較貴。10月生日石。功效1. 黃水晶主偏財
運，俗稱財富之石。溫和的黃光能給人的心靈注入和諧的動力，
加強靈氣，令人們充滿自信與喜悅。 2. 黃水晶，又名 「商人之
石」，穩定事業發展，與財富頻率相近，能夠帶來財運。黃水晶
能帶來偏財運，能增強氣場中的黃光，黃光會影響物質生活和財
運，可創造意想不到的財富，是從事服務性商業公司及商家不可
或缺的招財寶，並有催財之功效。 3. 令人頭腦清晰、心思細密
、處事理智、有耐心、更具效率，亦可使家宅聚財，身心康泰
。 4. 橘黃色的黃水晶主臍輪，有消解緊張情緒，幫助腸胃等消
化系統的功能。主腸胃功能，同時也是雙子座守護石。 5. 淡黃
色的黃水晶的能量對應人體太陽輪，這是一個最能支持自我的能
量中心，所以如果長期佩戴黃水晶飾品的話，可以增強自信，堅
定立場。

紫黃晶（Ametrine)-混合紫色和黃色兩種色光，對財富和提
高智慧均有助益。能平衡情緒失調，增強思想行動力，提升包容
度。具調合、融和兩大功能。是夫婦、情侶、親子、合夥等的最
佳功能晶石。紫黃晶主要功效為調和，消除四周負能量，產生歡
喜心，使心情愉快。功效1. 紫黃晶兼具了紫晶與黃晶的功效特

質，是大自然的一種神秘的奇蹟，也是造物者展示的奇妙結晶，
原本該是對比的顏色，融合成另一種美麗，讓人著迷。2. 紫黃晶
又稱調和石，是屬於自然界高智慧的象徵，由於人稱調和石，想
當然爾主要功效為調和，消除四周負能量，還能夠產生愉悅的心
情，對於人與人之間的摩擦或者矛盾有顯著的功效。3. 紫黃晶也
象徵著智慧與財富，換句話說就是具備紫水晶及黃水晶的雙重能
量磁場，更加強第六感。具有調合兩種極端能量的功能，最適合
合夥事業、親子溝通、長官部屬、情侶、夫妻間的溝通寶石。可
增加佩帶者的包容度，處於複雜不友善的人際關係及環境中時，
可以從容自在的協調排解周圍的糾葛。 4. 如果是與他人合夥做
生意或發展事業，很適合在這個工作場所擺放紫黃晶，可以幫助
消除歧見，達到共識，使事業鴻圖大展。

茶晶（Smoky Quartz)- 茶晶是穩定性水晶代表，又被稱為煙
水晶、墨晶，有放射性，能量比較深沉、穩重、踏實。茶晶是晶
塊比較大的晶體類型，所以比較容易有大塊成色好的石料，相對
很多其他水晶品種來看，茶晶也更容易有棉裂少近乎純淨的晶體
。相傳，茶晶是主健康的石頭，可促進再生能力，加快傷口癒合
，增強免疫力，活化細胞，恢復青春。功效1. 保護人體健康。
茶晶的能量深沉、穩重、踏實，初時感覺並不強烈，但後勁十足
。它匯聚了日光的精華，是強有力的清潔劑與再生石，可作為人
體氣場的保護者，促進人體的再生能力，加快傷口癒合，增強免
疫力，活化細胞，長保青春活力。由於茶晶可以轉化與驅除負效
能量，將其制成手鏈佩戴在左手上，有助於過濾人體內的濁氣、
病氣，維持健康狀態。此外，茶晶對應的海底輪，能增強生殖系
統的功能，對男性來說，可增強效能力；對女性來說，可調節氣
血，治療婦科疾病。 2. 穩定情緒，茶晶有特殊穩定和平衡的作
用，對於脾氣暴躁易怒，神經質或過於好動的人皆有穩定的作用
，可以舒緩人精神上的壓力，改變個性上的輕浮、煩躁，使得氣
場穩定，思路清晰，從而在複雜的人事關係中，妥善分析並做出
合適的決策。此外，茶晶對有憂鬱症及自殺傾向的人有一定安撫
的作用，可以幫其開發精神層面的深度，將內心深處的負面能量
轉變成正面能量。 3. 提升自信心。茶晶能提升人們的自信與自
尊，消除具有破壞性的意念；提升個性，增強動力，激發人們的
創造力，加強自我表達的能力；防止人們對批評反應過激，鼓勵
有建設性的評論；鼓勵人們以樂觀的態度擺脫過去，展望未來；
幫助人們感受新體驗帶來的快樂，鼓勵人們探索一切可能的途徑
，直到發現最好的解決方法。4.吸引財富。茶晶還享有財富石的
美譽，據說能夠吸引財富、成功以及所有美好的東西，並保護財
產。同時它是幸福、慷慨之石，鼓勵人們分享自己的所有，為佩
戴者帶來快樂。

藍晶石（Kyanite),多產在變質的片麻岩和片岩，及變質岩的
偉晶岩脈中，可能因風化作用形成於沖積礦床中。功效1. 是一
種能提升精神與肉體平衡的晶石，也有清淨心靈的作用；可以讓
心靈從束縛中解放出來。 2. 對應眉心輪、喉輪，具有提高洞察
力、直覺力、促進靈性覺知；並可提升自己的表現力以及活化溝
通的能力，並能安穩情緒，舒解憂慮，使身心充滿動力。 3. 可
活化腦下垂體、甲狀腺、生殖腺等內分泌作用系統，提高新陳代
謝，且能消除疲勞，促進恢復活力。 4. 其優質泛藍、閃亮的藍
晶石，搭配柔和、半透明的藍玉髓或月光石，整體呈現出紫藍色
彩不同的層次，並能突顯藍晶石的閃亮星光，像天空泛著藍色煙
花閃爍一般；且其能量的配合可發揮更強大的效能。

主講人馮啟豐主講人馮啟豐（（一左六一左六））與休士頓新竹交通大學會長葉與休士頓新竹交通大學會長葉
德雲德雲（（一左五一左五））及會員們及會員們、、佳賓們在珠寶講座中歡聚佳賓們在珠寶講座中歡聚。。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紐約年度假日火車展舉行紐約年度假日火車展舉行
微縮版城市微縮版城市““地標地標””造型逼造型逼

美國紐約植物園舉辦美國紐約植物園舉辦““假日小火車展假日小火車展”，”，展覽中小火車在由植物搭展覽中小火車在由植物搭
建的紐約地標中穿行建的紐約地標中穿行，，吸引眾多民眾參觀吸引眾多民眾參觀。。

英國倫敦迎嚴寒氣候英國倫敦迎嚴寒氣候
馬兒穿禦寒外衣出門馬兒穿禦寒外衣出門

英國倫敦東南部斯旺尼肯特郡白雪皚皚氣候寒冷，人們穿上厚重的
外套，連馬兒也披上了禦寒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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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性恩膏特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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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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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靈糧堂休士頓靈糧堂 先知性恩膏特會先知性恩膏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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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德州分會舉行慈濟德州分會舉行3030周年愛心音樂會周年愛心音樂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金曲歌后齊豫演唱佛歌金曲歌后齊豫演唱佛歌 「「臙脂蝴蝶臙脂蝴蝶」」 、、 「「觀音觀音
菩蕯偈菩蕯偈」」 及及 「「橄欖樹橄欖樹」」

慈濟德州分會舉行慈濟德州分會舉行3030周年愛心音樂會在靜思周年愛心音樂會在靜思
堂溫馨舉行堂溫馨舉行,,熱情愛心人士共襄盛舉熱情愛心人士共襄盛舉

王中平王中平、、余皓然夫婦演唱余皓然夫婦演唱 「「陽光和小雨陽光和小雨」」 、、
「「感恩的心感恩的心」」

小提琴家張中威小提琴家張中威、、塞爾達塞爾達、、中提琴家簡韶芹中提琴家簡韶芹
、、大提琴家林詩乃等弦樂四重奏演奏台灣名大提琴家林詩乃等弦樂四重奏演奏台灣名

曲曲 「「望春風望春風」」

王中平演唱王中平演唱 「「空笑夢空笑夢」」 、、 「「起家起家」」

日裔鋼琴家三牧可奈精彩鋼琴演奏降日裔鋼琴家三牧可奈精彩鋼琴演奏降AA大大
調第一即興曲調第一即興曲，，op.op.2929及弄臣及弄臣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
（（右三右三））並準備支票支持慈濟愛心音樂會並準備支票支持慈濟愛心音樂會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右三右三））與台商與台商
會周政賢會周政賢、、呂明雪呂明雪、、張世勳及僑界人士分享張世勳及僑界人士分享

慈濟過去救災事蹟慈濟過去救災事蹟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致詞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致詞，，德州分德州分
會目前募款進度在所有分會中排名第一會目前募款進度在所有分會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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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
展在惠康廣場優惠大酬賓！全
場貨品大減價，80% OFF，聖誕
節馬上就要到了，去買上幾件
包裝精美的茶具、保溫杯送給
家人朋友做聖誕禮物，既顯得
客氣又花費不多，實在是太劃
算了！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
品展展銷的瓷器都是從中國江
西省的景德鎮派往海外巡展的
，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
、瓷廠，清代官窯就定在景德
鎮，景德鎮被譽為千年瓷都。
這裏研制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
中央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事國
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視為
“國瓷”。 此次展銷有數十件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的大師作品
，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

莊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
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
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勢恢
弘的紅木家俬，難得的是老撾
大紅酸枝木、越南黃花梨、雞
翅木等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
、茶臺、大型沙發組、餐桌組
、大型寫字臺等。還有各種玉
石茶盤、小型果盤、平安扣、
鎮紙、手把件、翡翠手鐲、白
玉手鐲等，應有盡有。本次精
品展特別值得推薦的是大型玉
雕，有白玉雕、獨山玉雕、和
田玉雕，件件都是精品，品味
不亞於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有好幾套
瓷桌椅，有八人套組、六人套
和四人套，根據您家院子的大
小選上一套，安放在您家庭院
中，馬上就能感覺到一股濃濃

的中國古典風。而且瓷桌椅耐
風吹日曬，只要用水一沖洗，
光亮如新。每次景德鎮瓷器展
一來，瓷桌椅很快就搶購一空
，這一次展出還剩下一套青花
瓷桌椅，先到先得，請勿失良
機。
為迎接聖誕節，中國瓷器玉器
紅木家具精品展全場80% Off，
特別推薦以下特價商品，特別
適合於聖誕節送禮：泡菜壇子
9.99 元/個，瓷碗 0.99 元/個。
每件禮品都配有精美包裝盒，
實為聖誕送禮最佳選擇。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
地 址 ： 9160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 TX 77036（惠康超市
隔壁）
電話：346-308-1860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大優惠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大優惠
聖誕送禮最劃算聖誕送禮最劃算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為什麼要保養汽車為什麼要保養？？

提到汽車為什麼要保養，我們得先從
汽車保養和修理的區別和關係說起。
汽車保養和汽車修理的關係是辯證的
。在日常活動中，一定要處理好兩者
之間的關係，堅持以保養為重點，克

服“重修輕保”“以修代保”的不良
傾向。 “三分修七分養”說的就是這
個道理。
針對目前汽車養護行業中的情況，科
學的將汽車保養系統分為六大部分，
並可對下列的六大系統進行特別養護
。
一、潤滑系統的深化保養。
潤滑系統主要作用就是對汽車發動機
的各個部件進行有效的潤滑，以防過
度磨損。在常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
三千至五千英裏時就需清洗保養一次
，在遇到發動機噪音過大，加速無力
，水溫過高時也需清洗保養一次。清
洗髮動機內部的油泥和其它積物，避
免機油高溫下的氧化稠化，減少發動
機部件的磨損，延長發動機壽命，提
高發動機動力。
二、燃油系統的清洗保養（即清洗噴
嘴、氣門積碳）。
常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一萬至二萬
英裏時需清洗保養1次，或當你發覺引
擎喘抖，遲滯和加速不良，冒黑煙，
無力、費油時清洗保養1次。清除系統

內部的膠質和積碳，防止有害的腐蝕
發生，避免並製止密封件和水箱的滲
漏，徹底更換舊的冷卻液。
三、冷卻系統的清洗保養。
定期清除導致發動機過熱的痕跡和水
垢，防止有害的腐蝕發生，避免並製
止密封件和水箱的滲漏，徹底更換舊
的冷卻液。一般情況下，正常行駛中
每3個月要檢查一下冷卻液面高度，避
免水溫過高、漏水、開鍋。清除導致
發動機過熱的痕跡和水垢，防止有害
的腐蝕發生，避免並製止密封件和水
箱的滲漏，徹底更換舊的冷卻冷卻液
。每三萬英裏徹底清洗冷卻液。
四、變速箱的清洗保養（自動變速波
箱）。
常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3萬英裏時清
洗保養一次，或遇變速箱打滑、水溫
偏高、換擋遲緩、系統滲漏時清洗保
養一次。清除有害的油泥和漆膜沈積
物，恢復密封墊和O型圈的彈性，使
變速箱換檔平順，提高動力輸出，徹
底更換舊的自動變速箱油。
五、動力轉向系統的清洗保養。

汽 車 每
行駛3萬
英 裏 清
洗 需 保
養 一 次
， 或 遇
轉 向 困
難 系 統
滲 漏 ，
更 換 動
力 轉 向
機 配 件
後 ， 也
須 清 洗
保 養 一
次。清除系統中有害的油泥、漆膜，
清除低溫時的轉向困難，制止並預防
動力轉向液的滲漏，清除轉向噪音，
徹底更換舊的製動轉向液。
六、制動系統的清洗保養。
汽車每行駛3萬英裏清洗保養一次，或
遇ABS反應過早，過慢時清洗保養一
次。清除系統中有害的油泥漆膜，清
除超高溫或超低溫時工作失靈的危險

，有效防止制動液變質過期，徹底更
換舊的製動液。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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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移民申請，無論是親屬移民還
是職業移民，常常因申請等待時間過長，
導致家庭成員中的兒童達到21歲，被視
為超齡而不能隨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移民美
國。

但遇到超齡問題並不是一定沒有希望
。美國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普遍性。
2002年8月6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兒
童身份保護法案 (Child Status Protection
Act，CSPA)。該法案的出臺，大大減少
了受益人因為超齡(age-out)而失去移民
資格的現象，令不少家庭得以團聚。

超齡兒童保護法並非對所有的超齡兒
童都適用，但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對受益
人的年齡進行“凍結”。它適用於親屬移
民，職業移民和抽簽移民。

超齡兒童最常見的有兩種情況，分別
表現在親屬移民和職業移民中。

第一種情況舉例說明，綠卡持有人
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可以申請綠卡，但
是需要等待排期。當綠卡持有人成為公民
，其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就成為了移民
法意義上的“直系親屬”，不需等待排期
,只需要等待移民局的審理時間就可拿到
綠卡。可是如果綠卡持有人成為公民以前
，孩子超過21歲，就成為“超齡兒童”
，不再是移民法意義上的“直系親屬”，
將要等待6-7年左右的時間才能等到排期
。

第二種情況出現於職業移民。通常在
職業移民申請中，主申請人21歲以下的
未婚子女可以與主申請人一起拿到綠卡。
但如果子女超過21歲，就失去了與主申
請人一起拿綠卡的機會。

超齡兒童保護法如何保護超齡兒童
1．如果父親已經歸化入籍並申請他

20歲的孩子。根據以前的法律，孩子在
拿到綠卡之前必須不滿21歲。如果他超
過21歲，他的申請將由“直系親屬”轉
為親屬移民第一優先，孩子將要等待6-7
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拿到綠卡。

在上述情況下，根據超齡兒童保護法
，孩子的年齡“凍結”在I-130遞交的時
間。盡管他拿到綠卡的時候已經滿了21
歲，從移民法上看，他仍然是20歲。

2．如果父親是美國綠卡持有人，並
申請了自己20歲的孩子。父親在孩子21
歲差一周時歸化入籍。孩子不可能在一周
之內完成包括打指紋和背景調查等綠卡申
請的全部程序。按照舊的法律，孩子的申
請將被轉為親屬移民第一優先。但根據超
齡兒童保護法，孩子的年齡在父親入籍那
一天“凍結”。因為他那一天還不滿21
歲，可以按照“直系親屬”無需排期拿到
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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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齡兒童保護法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超齡兒童保護法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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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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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彥處長温馨的帶陳家彥處長温馨的帶3535盒美味中盒美味中
西點心贈送給所有的義工們西點心贈送給所有的義工們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在在 星期四星期四 1111//2121
和和 Alief ISDAlief ISD 合作舉辦感恩節寒冬送暖合作舉辦感恩節寒冬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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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休士頓有
30年豐富房地產經驗的 「達心地產」 ，
近年來在糖城和密蘇里市間，建佔地15
英畝的最大中國城：環境優雅、安全、
花木扶疏、花園噴泉，潺潺水聲中有近
150個單位的六棟建築，包含餐飲，學
校，診所，辦公室，酒店。如今第一、
二、三期工程已竣工，已有多家商店進
駐。尤其第三期商業酒店大樓，已於近
期完成。並於上周三（11月20日 ）招
待休市媒體及房地產相關經紀人舉行開
業儀式。由 「達心地產」 負責人唐心琴
（Sheree Lee )女士主持，並 Open
house ,由唐心琴帶領與會媒體及地產經
紀人，前往逐棟參觀，解說。這些含46

棟最佳景觀精裝商業房，個別出售擁有
單獨產權，現已開盤出售。

糖城大酒店唐城大酒店位於糖城廣
場A樓。一樓設有零售商店和餐廳，酒
店套房位於二樓和三樓。共有46個單
位，每層包括2個會議室。酒店套房將
配備家具，電視，冰箱和爐灶。描述：
單位面積：約458平方呎至1,058平方
呎。價格：約$ 300 /平方呎 HOA：$
.35 /平方呎;包括建築和地面保險，公共
區域，垃圾，水和下水道。電力分錶。
稅率：2.88％有關更多詳細信息，請聯
繫 ： Sheree Lee， 電 話 （281）
242-6655 TANG CITY P1.AZA 4899
111GIIY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 「「糖城大酒店糖城大酒店」」 完工完工，，上周舉行開業儀式上周舉行開業儀式
酒店套房共酒店套房共4646個單位出售個單位出售，，詳情請洽達心地產詳情請洽達心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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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圖為 「「達心地產達心地產」」 負責人唐心琴負責人唐心琴，，上周在上周在 「「糖城大酒店糖城大酒店」」 OpenOpen
HouseHouse 活動中介紹該物業詳細情況活動中介紹該物業詳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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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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節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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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週一）

今天上午寄

完約八千份號角月報至達拉斯、奧斯

汀，中午我們寄報義工有12位歡聚在周

武籐牧師周劉美師母新成立的“迎主教

會”共享貝里斯美食，彼此分享事奉的

甘苦；我們也聽周牧師師母他們講述自

中美洲貝里斯來美國五年傳福音、領人

歸主受洗的喜樂，經歷主恩真豐富；他

們是吃得苦、捱得窮、作得工、心靈富

足喜樂的宣教士，有神的同在同工。

11-20(周三)
好友張忠誠教授甘秀瓊師母自台灣

回來休士頓探親，今天中午抽空來角聲

社區中心來見筆者， 2006年他們提早退

休，轉眼回台灣宣教事奉已近13年，目

前在台灣基督教更生團契(監獄事工)擔
任董事，張教授有時去花蓮少年學園幫

助孩童們補習功課，秀瓊師母則在台北

國父紀念館青晨教導許多人跳讚美操，

先生也跟著跳讚美操，夫婦倆身體愈來

愈好。下午一時我們才去“岩屋”享用

日本料理。筆者感謝張教授夫婦愛心請

客，也帶來筆者喜愛的台灣拖鞋，美膚

膏，求天父記念報答施恩給他們。晚上

去西南國語教會參加禱告會。

張教授夫婦與潘師母
11-22(周五)
今天兩位老墨工人來剪草，筆者也

送他們每人一個禮物（內有巧克力，韓

國咖啡，罐頭食品等），祝他們感恩節

快樂！

11-24(主日)
上午10時去西南國語教會參加感恩

禮拜，筆者邀約鄰居R(瑞奇)青年人來

參加感恩禮拜，

詳情下周再與讀者分享。

西南國語教會下午與11-28發放感

恩節禮物準備100包，另有準備給家中

有嬰兒的禮物包20份，給社區鄰里朋友

們。

我作完禮拜下午回家後，請鄰居瑞

奇青年人協助我送給社區鄰居們感恩節

禮物包裹，有美國人、非洲裔、墨西哥

裔、伊朗裔等，他/她們都很高興，祝

福他們感恩節快樂。有位非洲裔Kay祖
母，她特高興開們看見是我，熱情擁抱

我，邀我進她們家，她像孩子似得說

「我現在可以拆開包裹嗎？」我說『當

然可以』她看到各式各樣的罐頭食品、

潘師母與 Kay 

雞湯麵條、美國早餐類、玉米濃漿

罐頭、鳳梨罐頭等，說每個罐頭食品

都是她喜愛的，再次感謝西南國語教會

的愛贈禮物。伊朗裔J先生，平常多是

筆者主動向他們夫婦道早安，近日見面

J先生反倒先主動向我說早安，藉著感

恩節禮物包裹讓我們拉近了彼此間的距

離。

Raymond來信說感恩節11-28(週四)
下午4pm在中信中心慶祝感恩節，他們

西區教會粵語部弟兄姐妹會準備晚餐給

大家享用，聚會先唱感恩節詩歌，幾位

弟兄姐妹會感恩見證分享，歡迎潘師母

來共度感恩節。

下午4pm筆者應邀去中信福音中心

感恩節聚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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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並

準備豐盛的晚餐。詳情下周再與讀者分

享。

中信福音中心感恩節聚會分享
11-28
今天是感恩節！我感恩生命中讓我

遇到的每一個人，你也許是我的親人，

也許是朋友，也許只是一面之緣，也許

至今都不曾見過，都要感恩。是大家用

愛心和寬容組成了我生活的點點滴滴，

感激這個世界的魅力，感激你們的存

在，感激我們的相識，感恩有你，一切

安好。

我感恩，我感謝，我的生命力因為

有你們而更加美好。

祝大家

感恩節快樂！

不管你吃到火雞，或只喝到雞湯，

南瓜濃湯，祝福大家享受平安， 健康 
，喜樂，闔府團圓 ，心中充滿感謝，

感恩，感動，忘記不如意，不愉快，不

順心的事，因為感恩你是勇士撐過來

了。

用感恩的心迎接嶄新的日子，心意

更新而變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感

恩事喜樂滿足擴大，主耶穌愛我們喔！

●友人來信
潘師母，

我們謹代表媽媽陳周佩雲女士致謝

在號角月報的多種機會為神做工，廣傳

福音。

願你們繼續有力的事奉神，我們也

深知媽媽安息主懷，再沒有世上的勞

苦，與爸爸在天家同聚。祝福杯滿溢。

附上陳周佩雲奠儀$500捐贈給號角

月報德州版

婉兒 毓麟 美儀 毓良

敬上 11-22-19
註:忠心感謝號角月報寄報義工陳周

佩雲媽媽愛心捐贈奠儀，感謝她做寄報
義工近10年多，為號角月報出錢出力。
天父必記念她的愛心。求天父賜安慰與
平安給她的兒女們。

六百多位科學家聯名反對進化論

何天擇

十九世紀中，現代科學發源地的
歐洲，一般民眾因對科學的認識不夠
成熟，以致科學主義氾濫；自達爾文
一八五九年出版《種源論》之後，大
眾不求甚解，盲目接受，並由教育界
別有用心的人所劫持。這些人沒有誠
意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或科學的進步，
而是利用進化論作為攻擊教會的武器，
維護無神論的盾牌，或因個人道德敗
壞作為迴避上帝的掩護所。(主耶穌說：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
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

怎樣知道他們並無誠意追求真理？
因為他們採用不實的方法宣傳，例如
說：「幾乎世界上每個科學家都贊成進
化論。」不但將不符合進化論的科學
事實一概抹殺 ( 註 )，且常有偽造證據
作為支持進化言說。其中以辟爾當人
(Piltdown Man) 與重演說 (Recapitulation 
theory) 最為突出，但卻大言不慚，說：
「一切證據皆符合進化學說」。以致
造成人云亦云的局面。青年學生因無
反駁能力，俯首任其灌輸，引入歧途。

有鑑於此，在美國西雅圖由優秀
科學家組織的「發現學會」(Discovery 
Institute)，於二ＯＯ二年發起邀請持有
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的科學家，同意以
下宣言者參加簽名：「我們對『自然
選擇』> 與胡亂突變能解釋生物複雜性
的宣稱，表示懷疑。鼓勵大家審慎查
究達爾文學說的證據。」

現在已有六百多位簽名參加，包括
許多優秀的科學家如：Philip Skell( 美
國國立科學院會員 )、Lyle Jensen( 美國
科學促進會會員 )、Stanley Salthe( 生
物 學 教 科 書 作 者 )、Richard von 
Sternberg(Smithsonian Institute 生 物 學
家 )、Giuseppe Sermonti(Biology Forum
編 輯 )、Lev Beloussov( 俄 國 自 然 科
學院胚胎學家 )，並美國著名大學，
如 Yale, Princeton, Stanford, MIT, UC 
Berkeley, UCLA 中的科學家。這名單
尚在迅速增加中。

進化論的主題是自然歷史 (Natura 
lHistory)，即探討今日近兩百萬物種，
無奇不有的動植物的來源問題。進化
論的維護者在探討這問題之先，設立
預限，即不得認為來自理智的設計或
超自然者的創造，僅以無理智的物質
作用為依據。因此，他們闖入了無神
唯物主義的黑區，成為追求真理的敗
筆。追求真理需要設限嗎？若要設限
不等於在盒子內思索麼？若在界限之
內找不到答案，便等於沒有答案嗎？
設限的錯誤是顯而易知的。

歷史的事實都是過去的事實，無法
實際觀察，非科學方法能及。那麼科
學家如何得知過去的知識？他們所用
的叫作外推 ( 延伸 ) 法 (extrapolation)。
由外推法所得的知識常常僅有可能性
而無確定性。使用外推法必須嚴格注
意條件：一、有明顯的事實作為根據；
二、在外推的範圍中，環境條件不變，
沒有新因素介入，令外推失卻意義；
三、必須在適當的範圍內使用，不得
無限延伸，否則錯誤難免。進化論的
維護者對這些都毫不加以考慮。例如
他們將生物些微的變化作為根據，稱
之謂小進化 (Micro evolution)。委實，
這是誤用名詞 (misnomer)，些微的變化
是無方向胡亂性 (random) 的，而進化
必需是有方向 (directional) 嚮導性的變
化，否則怎能形成一個有用的器官呢？
若有數十或數百次連續地向某方向進
行的變化，且有新器官的基本構造出
現，才可有外推的基礎，否則只是幻
想而已。

進之，他們不是外推至以往百年、
千年，而是逆推至以往的數十億年的
時間裡。難道以往數十億年的時間裡，
環境沒有滄海桑田的變化嗎？誰能保
證環境條件都一致不變？進化論以外
推所得的結論，認為人由阿米巴經過
數十億年進化而來。這樣的推論是毫
無價值的。因為他們基於不確實的根
據，並且無限外推，犯了思維上的錯

誤，即「不正當外推之錯誤」(fallacy of 
inapt extrapolation)。

生物中分為動物界與植物界，彼此
當然大不相同，即在動物界中也有巨型
的大象、牛、馬，或小型的螞蟻、小蟲，
有空中的飛鳥，有水生的魚蝦，彼此迥
異；在植物界有大樹、花草、藤本植物、
水生及吃蟲植物等等，亦各不同。在這
一切之上，更有萬物之靈的人存在。進
化論說都是從同一原始細胞進化的。那
麼，為甚麼人之為人，獸之為獸，鳥之
為鳥，蟲之為蟲，樹之為樹……？他們
說是由環境條件篩選而來，稱為「自然
選擇」 (Natural Selection)。環境條件是
甚麼？不外乎氣溫、濕度、高度等的不
同而已。一切生物不都是生活在同一時
空中，同一陽光下，同一大氣中，同一
地心吸力內嗎？在陸生的生物中，環境
雖有少許不同，而江河海洋的環境有更
大的一致性 (Homogeneity)。但其中水生
的生物也極不同，有大的鯨魚，有小的
草履蟲等各不相似的物種。所以說由環
境條件的「自然選擇」是極荒唐的言說，
只是加以意志，將這名詞位格化而已。
將無意志的自然條件位格 ( 人格、神格 )
化是另一錯誤思維方法，即「予無生物
以位格之謬誤」(pathetic fallacy)。

數十年來，自分子生物學崛起，科
學家都知道，生物彼此不同皆因細胞核
內天賦 DNA 分子中，所蘊含資資訊，
指導生物個體的發育、結構、表形、生
理、老化及死亡。一切資訊都由「心意」
產生，雖由文字或化學分子等記號排列
表達，本身沒有重量，不佔空間，所以
不屬物質範圍，而屬非物質或形而上學
(metaphysics)，即玄學範圍。因玄學深
奧不易探究，所以許多頭腦簡單的人便
認為虛而無實。但生物的資訊卻是極實
際的東西，一切生物包括人自己的生存
都賴遺傳資訊的指導。所以說生物種類
的不同皆由外在環境的不同而致，是不
攻自破的。環境只能影響生物個體的發
育，而不能改變生物的種別。生物的物
種已在細胞DNA化學分子中固定不變。
例如人的 DNA 中有三十億的磩基配對
(basepairs) 是極精密的構造，若以人工
將之改變，一般即促其死亡。

在物理學中，熱力學定律 (Laws of 
Thermodynamics) 是經過時間考驗，認
為極可靠的自然定律，普遍適用於一切
物質的變化，是四維時空中的基本定
律。熱力學第二定律有關物質作用的方
向，乃由組織至潰解，由秩序至混亂
的。這第二定律也可叫作退化律，放諸
四海而皆準。但進化論者說，四維時空
中有一個普遍的進化律，各生物皆向上
進化，由簡單至複雜，由劣至優。在生
物進化之先，且有化學進化，由簡單的
無機化合物進化至有機化合物，由有機
化合物漸漸進化至複雜的蛋白質分子，
由蛋白質分子進化至有生命的細胞。但
是，在四維時空中，不可能有兩個互相
衝突，針鋒相對的普遍定律同時存在。
既有普遍的退化律便不可能有普遍的進
化律。退化律由實驗而得，進化律由幻
想產生。我們真要慎重思考，作出明智
的抉擇。

近數十年來科學的進步已令唯物進
化論在科學中無法立足。許多生物學教
師不敢反對進化論，或許自己沒有仔細
查究揣摩，或求政治性正確 (politically 
correct)，免受頑固份子排斥，危及
個人職位，而不是求科學上的正確
(scientifically correct)。我們對這重要的
萬物 ( 包括人類 ) 來源問題，該由自己
獨立的思考追究決定。

原載《中信》月刊第 540 期（中國信
徒佈道會）

良禽擇木而棲 白衣       

你對甚麼胃口特別大？

很多人對錢胃口特別大。沒有人嫌錢
多，就連九十幾歲的億萬富豪也希望財
源滾滾來。

一個人如果對某種東西胃口特別大，總
覺得不夠，他可能已經上癮。比如說，
賭徒永遠不覺得賭夠了，吸毒者亦然，
煙民、電視迷、電玩迷��甚麼甚麼迷，
都是一樣，永遠覺得不夠，欲罷不能，
不由自己。他們已不是自己的主人，反
被捆綁成了奴隸。

如此看來，是不是很多人都染上錢癮，
成了金錢的奴隸？

或許你說，你們基督徒不也一樣？你們
禱告，讀聖經，去禮拜堂，守上帝誡命，
也永遠覺得不夠。你們不也是上帝的奴
隸嗎？

說對了！聖經上說，人有奴性，總會為
自己找個主子。有人作「罪的奴僕」，
順從身子的私慾，而我們順從耶穌基督
的是作「義的奴僕」。「豈不曉得你們
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
僕嗎？或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或作
順命的奴僕，以致成義。」（羅馬書
6:16）

兩種選擇，兩種結局。反正是作奴僕，
良禽擇木而棲，當然要選個好的、良善
的主子！

    原載《中信》月刊第 678 期（中國信
徒佈道會）



BB1414佛教
星期六       2019年11月30日       Saturday, November 30, 2019

9
183

龍捲風災發放 毛毯暖入心坎
撰文：廖怡景／達拉斯報導

10月20日晚間9點開始，北德州遭受十個龍捲風襲擊，最嚴重的地區在達拉斯高級住宅區和李察遜市（Richardson）。慈濟達拉斯分會雖於重災區，但幸好只有輕微損失，災後志工立即就近關懷，於10月26開始進駐社區服務中心發放毛毯和現

值卡並持續勘災，來協助龍捲風災民。

◎相互協助整頓社區	 ◎不分宗教種族	

◎心有餘悸不敢返家	

達拉斯災區附近的教會、學校都有受損，很多樹木被連

根拔起。附近鄰居雖然本身也是災民，但是大家都互

相協助，先將校區、校園整理乾淨，希望盡快讓學生們恢復

正常上學。

	 核桃丘小學（Walnut	 Hill	 Elementary	 School）是其中

一個將近全毀的學校，達拉斯學區將這間小學的學生，暫時

分散去其他學校，讓學生可以正常學習，不要因天災而影響

學習權益。

	 由於受災區很廣，因此，達拉斯郡急難救助組織

（VOAD）在達拉斯分會南方約11英里處的摩門教會（The	

Chru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設立聯合服

務中心；紅十字會在離達拉斯分會西北邊1.5英里處，李察遜

市老人活動中心設立服務處。

為能服務更多居民，達拉斯的慈濟志工兵分二路至服務

中心發放毛毯。佛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團

體，大家不分宗教種族，合心協力為災民盡一份心力。

	 達拉斯郡法官克雷·詹金斯（Clay	 Jenkins）來到聯合服

務中心，感謝所有急難救助組織的付出。慈濟達拉斯分會執

行長凌濟成向詹金斯法官介紹說明慈濟，並解說慈濟愛心環

保毛毯的回收再製經過，令詹金斯法官非常讚嘆。

	 德州州眾議員約翰·特納（John	 Turner）也到聯合服務

中心，慰問災民並向相關組織致謝。

災民心有餘悸和志工分享遭遇龍捲風的情況，也有人災

民拿出手機裡家園受損圖片，還有人在災後不敢回家

去拿家當，只能躲在車裡睡覺。災民們的遭遇，讓志工聽了

滿是心疼。志工先發放環保毛毯幫助他們度過寒冬，並和災

民分享靜思語，解釋環保毛毯和竹筒歲月的由來，表示有來

自全世界的愛在關懷他們。

	 羅曼·戈梅茲（Roman	 Gomez）驚恐分享，當時他和家

人在看球賽，外面卻傳來火車聲，一打開大門，清楚看到龍

捲風直撲襲來，他馬上帶家人躲起來。龍捲風過後，他走到

屋外	，聽到鄰居恐懼的尖叫聲與哭聲，因為房子一夕之間全

毀了......。

	 蒂密卡·亞當斯（Timika	 Adams）說：「看到影片裡慈

濟人幫助世界各地災民與證嚴法師的慰問，我非常感動，這

提醒我一切會苦盡甘來......。慈濟人理解、關心我，我真的

感受到那份愛與關懷。」

	 無常總是讓人措手不及，所幸有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善

心，讓災民溫暖。慈濟志工們走在最前，做到最後，也將會

繼續關懷龍捲風受災戶。

慈濟志工用擁抱來溫暖受災民眾。攝影／吳怡萱

慈濟志工以「感恩、尊重、愛」的原則發放物資。攝影／吳怡萱 慈濟志工以「感恩、尊重、愛」的原則發放物資。攝影／吳怡萱

愛的發放與義診 呵護貧困大學生成長
撰文：李律慈、曾永忠、陳修文、黃家卉、駱淑麗、李健群／洛杉磯報導

在美國年輕人18歲起便離家獨立，許多尚在大學的學

生，課餘時間甚至需要打兩三份工，才能應付高昂的

學雜費、房租和生活開支，因此許多學生經濟拮据	。

◎餓肚子學習

◎發自內心的愛

◎從發放與義診開始

慈濟美國總會2019年10月起，與洛杉磯聖安東尼奧學院

（Mt.	San	Antonio	College）合作，首度開展協助貧

困大學生的社區關懷項目，從最初的食物發放、醫療義診，

繼而規劃在未來提供更多項目，來幫助獨自面對生活壓力的

年輕人。

	 美國聯邦學生援助（FAFSA）、加州州立大學等單位，曾

針對美國大學生經濟貧窮問題進行調查，顯示全美超過40%

的大學生面臨食物缺乏問題，有約18%大學生居無定所。

	 聖安東尼奧學院統計該校有46％學生沒有足夠食物而經

常餓肚子，有18％學生無家可歸，有58％學生有住房經濟困

難。校方指出，如果學生在飢餓狀態，是無法專心學習，因

此校方與慈濟等社區合作夥伴一起努力，提供每月一次的食

物發放，並協助學生申請州政府提供的食物券（CalFresh）。

曾幫慈濟做過醫療翻譯的學生朱律表示，慈濟香積飯是

速成的，可以微波或者浸泡拿到野外去吃。慈濟還提

供治療，有針灸還有視力與牙齒檢查，慈濟真的很了不起。

	 學生阿德里安說道：「你們給了我環保杯（碗）可以放

開水，非常感謝，真的對我們學生來說，意義很重大，尤其

是對生活有困境的學生，感謝！非常感謝。」

	 學生魏毓潔指出，義診對她非常有幫助，在美國醫療很

貴，且視力檢查還要另外加費，她沒有保險，義診是非常好

的機會做檢測。慈濟醫生檢查非常仔細，從測量眼鏡度數、

散光、眼球檢查等都包括，過程也很舒服，對於提問也很有

耐心的回答。

	 學校師長用心設想關懷學子，慈濟人共同努力提供相關

援助，這不光是一份足以飽腹的穀糧物資，也不僅是免費配

鏡服務，這是一份發自內心的愛，期許在眾人共同呵護中，

讓年輕一代孩子艱辛的求學路，能走得更平順。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黃漢魁指出，慈濟與該校可從食物

發放、醫療義診開始，甚至帶著該校學生一起做慈濟

志工！建立起更好、密切的合作關係。

	 經慈濟人與該校互相溝通與實地探查，考量到學生生活

環境及便利性，慈濟與校方議定提供更適合學生食用的淨斯

穀糧、香積飯等便捷食品，讓忙碌的學生不需花時間烹煮便

能飽腹。

	 食物發放計畫從十月正式執行，慈濟大愛醫療車則從九

月份開始，每個月一次到該校義診，嘉惠該校學生。

	 暑假過後新學年開始的10月8日，慈濟志工首度加入該

校發放行列，當天學生依序登記拿環保袋，然後到不同單位

的攤位，依個人所需領取食物，有長米、番茄、馬鈴薯、香

蕉、日常用品等。志工當場示範淨斯穀糧及香積飯製作，並

讓學生試吃，也提供環保碗給有需要的人。

聖安東尼山學院在新學期開學的十月，於校內針對有需求的學生
舉辦了食物發放，圖為排隊領取發放的學生。攝影／曾永忠

大愛眼科醫療巡迴車的吳靜怡醫師（左）親切的幫魏毓潔（右）
進行檢測。攝影／蔡松谷

2019TX_newspaper_183.indd   1 2019/11/20   4:56 PM



BB1515廣告
星期六       2019年11月30日       Saturday, November 30, 2019



BB1616廣告
星期六       2019年11月30日       Saturday, November 30, 2019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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