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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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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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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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元旦
升旗典禮暨慶祝大會熱烈舉行

圖文：秦鴻鈞

（本報訊 ）休士頓中國城 「希爾頓花園旅館」的東主許文忠，黎淑瑛夫婦，昨天（12月28日）中午在希
爾頓花園旅館門前的二樓會議廳舉行餐會，慶祝二女兒許書郡的女兒Olivia Dam譚滿一周歲。出席者多為黎淑
瑛世華工商婦女會多年的好友成員。（圖左起）黎淑瑛，許書郡，Olivia 譚，許文忠及其親家在慶祝餐會上合
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元
旦升旗典禮暨慶祝大會，於元旦日當天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
門口停車場舉行。由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暨中華公所
兩位主席李世威，鄭雅文主席就位，在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
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休士
頓保健中心，華僑協會，榮光會一起護國旗進場，在FASCA (華
裔青少年大使）舞龍隊舞龍表演後， 「榮光會」的代表護國旗就
升旗位置，於是在周偉立演唱美國國歌及朱江演唱中華民國國歌
及國旗歌的歌聲中，全場人目送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冉冉升空
。

元旦慶祝大會在升旗典禮後，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首先致詞，他祝大家新年快樂，心想

事成。他也提到今年中華公所的兩位主席李世威和鄭雅文是僑界
的新生代，他們和FASCA的志工不畏寒冷，穿短袖舞龍一樣，
代表朝氣，精神，是僑界未來的中流砥柱。陳處長也提到未來要
作的包括：行銷台灣，加強台美關係，像過去所作的送書包,送
火雞，參加大遊行，充分展現台灣社區的活力，希望今年繼續合
作，繼續推動，像今年三月七日即將舉行的 「婦女論壇」即為一
例。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登台表示：大家在昨夜狂歡之後，今天
一大早還能趕來升旗，充份展現大家對祖國的熱愛。本月四日、
五日，有不少人趕回台灣去投票，這是我們 「民主制度」，大家
也可趁此機會，享受我們 「僑胞卡」的購物機會和良好的 「健檢
」服務。最後，她祝大家，鼠年行大運，好運數不完。

當天並頒發僑務委員會獎狀，給推動 「聲援台灣參與聯合國
」獎狀給 「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及，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

頒發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8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感謝
函給：（一）國慶籌備會：黃春蘭女士，（二）休士頓華人攝影
學會：翁定台女士，（三）師大附中校友會：黃初平先生，（四
）休士頓台灣交大校友會：葉德雲先生，（五）北一女校友會：
黃春蘭女士，（六）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徐小玲女士，
（七）中華保健中心：葉雅珊女士，（八）休台姊妹會：張世勳
先生（九）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秦鴻鈞女士，（十）休士頓中央

大學校友會：黃春蘭女士，（十一）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
弘先生，（十二）美南臺灣旅館公：何怡中女士，（十三）四海
同心會：江震遠先生，（十四）休士頓師大校友會：黃以法先生
，（十五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李迎霞女士，（十六）休士頓
台灣同鄉聯誼會：馮啓豐先生，（十七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聯
會：張彩惠女士，（十八）休士頓西畫社：李美音女士，（十九
）榮光會：左大為先生，（二十 ）FASCA : 許健彬先生，（二
十一）北一女校友會
儀式隊：黃春蘭女士
，（二十二)重型機
車俱樂部：王姸霞女
士，（二十三）休士
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黃春蘭女士，（二十
四）音符文藝會：楊
麗芳女士，（二十五
）中山學術研究會：
唐心琴女士，（二十
六 ）世界廣東同鄉
會：毛志江先生，
（二十七）安良工商
會：江麗君女士，
（.二十八）休士頓
客家會：李元平先生
，（二十九）休士頓
客家會：汪幹雄先生
（ 三 十 ） Houston
Golden Club:陳志恆
先生，（三十一）主
任委員：黃春蘭女士
，（三十二）副主任
委員：黃初平先生。
會中並頒發感謝函給
王敦正先生，王姸霞

捐贈108年度僑生獎學金已順利發放完竣及羅秀娟女士捐助艱困
僑民學校師資補助金。

最後，並頒發青年文化志工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給： 「金級
獎章」：夏念海，陳柏宇，張睿桓，陳敬敏。 「銀級獎章」王韻
涵，郭哲晟，張梓媗。及 「銅級獎章」彭靖皓，劉正天，馬吉詳
，李特維，廖千慧。他們每人並得到 「總統祝賀信及獎狀」。

許文忠，黎淑瑛慶祝金孫一周歲

圖為中華民國圖為中華民國108108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的各項活動主辦人接受頒獎後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的各項活動主辦人接受頒獎後
合合。。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右四右四，，右三右三））及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及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李世威李世威（（左三左三））,,鄭雅文鄭雅文（（左四左四））及及（（左起左起））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僑教中僑教中
心主任陳奕芳心主任陳奕芳，，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陳美芬共同主持元旦升旗切蛋糕儀陳美芬共同主持元旦升旗切蛋糕儀
式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元旦升旗典禮年元旦升旗典禮，，於元旦當天上午十時於元旦當天上午十時
，，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BB44休城社區

綜合經濟

星期六       2020年1月4日       Saturday, January 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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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溫馨提醒以下活動溫馨提醒以下活動

角聲主辦健康講座 全人健康~生活方式醫學 講員: 馬欣教授

賴清陽律師率賴賢安參加休士頓市長就職典禮

（本報訊）1）2020年新舊會員換証日期改在1 月 18日。注
意凡持有 2019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
活動。

2）iPad和 iPhone第 IV班: 將於1/8開班到2/7。一期共五週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9:30 至11:30在僑教中心104上課。

學習一般通用的應用軟件肇錄的使用以及如何創立WeChat
的設置和使用。可藉由手機來傳送多媒體的訊息，幫助你輕鬆連
接全球好友。發送短信、進行視頻聊天、更大的用途是可以透過
即時通訊功能來維繫你與好友間的情感。讓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
何應用WeChat內多元功能。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35元。有興趣的會員
請到僑教中心102室繳費報名。

3）1月9日上午十點半僑教中心102室、講解投票的重要性
。 :

大多數華人都不熱心投票，以為是與自己無關。可是你知道
嗎？就是華人投票率低，故我們的訴求都沒有受到重視！請別放
棄你的公民勸益。

1/9華裔社區諮詢委員會有專員來為大家講解投票的重要性
。並幫忙申請選民登記卡和郵遞選票申請，介紹如何投票、有那
些選舉資料以及投票系統譯本。請大家踴躍參加、預先了解並參

與明年的選舉投票。
4）乒乓球運動班: 將於1/8在103室、每週三下午1:00至3:

00。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102
室向朱和先生報名。

5）2020年第一季度1、2、3月慶生會謹定於2月8日(星期
六) 上午10:00到中午12:3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請憑有效會員証於2月3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
二點到僑教中心102室向義工登記領取入場劵。慶生會當天憑票
和會員証入場。 2月3日後恕不再分發入場劵。

（本報訊）角聲社區中心主辦
健康講座~生活方式醫學
2020 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早上

十時到十二時
講員: 馬欣教授
馬欣教授: 美國及國際生活方式醫學

會ACLM/IBLM認證的首位華人專家，美
國Baylor醫學院醫學博士導師。生活方式
醫學(Lifestyle Medicine)被評為2018年五大
新興醫學專科，是針對慢性疾病的成因，
通過對生活方式的循證醫學改良，以非藥
物、非手術的方式達到疾病預防、逆轉、

和康復的一線治療手段。
2017年11月在美國開始第一次專科醫

生認證考試，成為美國全民健康及醫療改
革的重要方向。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org
報名：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調

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本報訊）Sylvester Turner巿長就職典禮，賴清陽律師辛苦栽培華人下一代賴賢安，
希望華人下一代可以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爭取華裔更多的福利與權益，今天特地帶他引以為
傲的兒子去共襄盛舉！值得敬佩！

金融類APP信息“超采”將迎強監管

未來，央行和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

將加快推動備案註冊制度，加強對金融

類APP的測評、認證工作。同時，也會

聯合相關部委對軟件商店采取聯動措施

，對於不符合規定、有重大風險隱患的

APP及時采取下架措施。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司長李

偉表示，針對當前壹些金融機構客戶端

軟件存在的安全防護能力參差不齊、超

範圍收集個人信息、仿冒釣魚現象突出

等問題，各金融機構要建立客戶端軟件

安全管理全程覆蓋機制，相關部門要建

立健全客戶端軟件監督處置機制。

高危漏洞顯現
近日，國家網絡安全通報中心發布

消息稱，集中查處整改了100款違法違

規APP及其運營的互聯網企業，其中包

括光大銀行、天津銀行等金融機構旗下

手機銀行，主要違規問題集中在缺乏隱

私協議、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範圍描述不

清、超範圍采集個人信息和非必要采集

個人信息等情形。

“前段時間，多部委在整治過程中下

架了100多個APP，其中金融類APP是重

災區。後續，央行和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

將加快推動備案註冊制度，加強對金融類

APP的測評、認證工作。同時，也會聯合

相關部委對軟件商店采取聯動措施，對於

不符合規定、有重大風險隱患的APP，及

時采取下架措施。”李偉說。

另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

《2019金融行業移動APP安全觀測報告》

顯示，截至今年9月11日，報告團隊從

232個安卓應用市場中收錄了133327款

金融行業APP，其中，面向個人用戶的

消費金融類APP數量最多，占觀測總數

的36.74%；彩票類APP排名第二，占觀

測總數的27.19%；面向企業的P2P金融

類APP排名第三，占觀測總數的11.38%。

根據上述報告，在本次觀測中發現

有70.22%的金融行業APP存在高危漏洞，

攻擊者可利用這些漏洞竊取用戶數據、

進行APP仿冒、植入惡意程序、攻擊服

務等，嚴重威脅APP安全。

“APP用戶個人隱私信息壹旦泄露，

將帶來嚴重後果。比如，騷擾電話、信息

詐騙、惡意推銷、網絡情感詐騙等，會嚴

重損害APP用戶利益。”上述報告稱。

據了解，銀行APP已成為居民理財、

存款、匯款以及辦理各項零售銀行業務

的重要載體，因此除了需要用戶上傳個

人金融信息，銀行還會根據自身業務特

點與技術能力，額外要求用戶上傳“人

臉”“指紋”等個人信息，但這些信息

是否存在安全隱患，或者銀行是否超範

圍使用這些個人信息，主要取決於銀行

自身的業務操作尺度。

監管重拳整治
“近日，總行已要求對手機銀行APP

開展自查，尤其是重點核查是否超範圍采

集個人信息，以及將個人信息用於授權以

外範疇。壹經發現將迅速暫停相關操作。”

壹家城商行相關部門負責人透露。

事實上，今年9月份以來，監管方面

已先後推出金融類APP安全管理規範、整

改多家金融APP、敲定首批備案試點名單

等措施，加強個人金融信息保護。

9月底，央行發布了《關於發布金

融行業標準 加強移動金融客戶端應用軟

件安全管理的通知》，針對移動金融

APP的安全問題，從提升安全防護能力

、加強個人金融信息保護、提高風險監

測能力、健全投訴處理機制、強化行業

自律管理5大方面進行管理規範。

與此同時，央行還發布了《移動金

融客戶端應用軟件安全管理規範》，對

2012年出臺的《中國金融移動支付客戶

端技術規範》相關技術標準進行了完善

，其中包括將“人機交互安全”改成

“身份認證安全”，增加了“不收集與

所提供服務無關的個人金融信息，收集

個人金融信息前需經用戶明示同意，不

得變相強迫用戶授權，不得違反收集使

用個人金融信息”等要求。

“數據使用邊界，不光是中國數字

金融發展的問題，也是全世界都非常關

註的重要問題。”壹位業內人士表示，

在規範使用數據方面，需將數據使用與

數據作為資產進行交易來區分，前者需

符合在壹定授權的基礎上，在合理範圍

內使用；後者則需更加嚴格的標準，其

中涉及數據所有權，以及采集是否合規

，利益如何分配等。

業內人士認為，金融APP收集個人

信息以便進行風險控制、開展投資者測

評，這些是必要的。比如，個人辦理貸

款時，銀行需要掌握個人基本身份信息

、財力狀況等，至於讀取個人通訊錄信

息、短信信息等則沒有必要。

頂層設計推進
值得註意的是，在對金融APP違規

行為進行查處整改的同時，央行相關部

門也啟動了首批金融業移動金融客戶端

應用軟件備案試點工作，包括16家銀行

、4家證券基金保險類金融機構和3家非

銀行支付機構，已參與備案試點的相關

資料申報。

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孫揚認為，

隨著移動金融APP備案試點啟動，此前

金融APP無序競爭、缺乏治理的局面將

被打破。未來，金融機構獲取、保存、

使用、流轉用戶信息方面的各項操作都

將納入監管範疇，這無疑對金融機構合

規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後，不但從事金融業務須有相

應許可，在獲取用戶信息時也須遵守相

應規範，這可以將壹些非法金融行為有

效出清。”孫揚說。

據了解，各試點機構應於2019年底

前通過客戶端軟件備案管理系統完成第

壹批試點客戶端軟件的材料提交和備案

申請，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完成備案審

核工作後擇期發布第壹批通過備案的客

戶端軟件清單。下壹步，在全國範圍內

分批次組織開展客戶端軟件備案推廣並

逐步落實風險信息共享、投訴處置機制

以及行業公約、黑白名單、自律檢查、

違規約束等自律管理工作。

數字貨幣，妳了解多少
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近日發布公告稱，未

發行法定數字貨幣(DC/EP)，也未授權任何資產交

易平臺進行交易。網傳所謂法定數字貨幣發行，以

及個別機構冒用人民銀行名義推出“DC/EP”或

“DCEP”，可能涉及詐騙和傳銷，請社會公眾提

高風險意識，不偏信輕信，防止利益受損。這是央

行近壹段時間以來，第二次對數字貨幣進行辟謠。

央行數字貨幣近期消息不斷，引起社會關註。

許多人都很好奇，究竟何為數字貨幣？數字貨幣與

現有的人民幣有什麽區別？

北京市網絡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趙鷂說，央行數字

貨幣具有法償性，其功能和屬性與現有的人民幣紙幣相

似，只不過形態是數字化的，是具有價值特征的數字支

付工具，不需要賬戶就能實現價值轉移。“例如，兩個

人的手機裏都有數字錢包，只要手機有電，無需網絡，

兩個人的手機壹觸碰，壹人數字錢包裏的數字貨幣就可

以轉給另外壹個人，不需要綁定任何銀行卡，類似於我

掏出自己口袋裏的紙幣放進妳的口袋。”

數字貨幣如何運營？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

穆長春介紹，央行數字貨幣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

。單層運營體系，是人民銀行直接對公眾發行數字

貨幣。而在數字貨幣發行時，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

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

兌換給公眾，就屬於雙層運營體系。“央行做上層

，商業銀行做第二層，這種雙重投放體系適合我國

的國情。既能利用現有資源調動商業銀行積極性，

也能夠順利提升數字貨幣的接受程度。”

趙鷂說，數字貨幣發行後的流通方式是，商業

銀行在人民銀行開戶，按照百分之百全額繳納準備

金，個人和企業通過商業銀行或商業機構開立數字

錢包，既可以強實名制，也可以弱實名制。對於用

戶來說，不需要跑到商業銀行，只要下載、註冊壹

個APP，就可以使用數字貨幣。

中國移動支付高度發達，不少人已經習慣了只

帶手機不帶現金出門，數字貨幣壹旦推出會給我們

的生活帶來哪些變化？“在能夠聯網、不在乎匿名

性的場合，比如小額日常消費，使用移動支付完全

沒有問題。但如果在無法聯網、用戶希望匿名維護

隱私等情境下，數字貨幣就有了用武之地。例如，

某些大樓裏移動網絡信號不佳、大部分飛機航班還

未開通WiFi，為應對這些情況，用戶可以提前下載

安裝數字錢包，來收付數字貨幣。”國信證券經濟

研究所金融業首席分析師王劍說。

數字貨幣離我們還有多遠？人民銀行有關負責

人近日表示，央行將數字貨幣作為未來最重要的基

礎設施之壹，積極開展法定數字貨幣研發工作。

2014年啟動數字貨幣前瞻性研究，2016年成立數字

貨幣研究所，2017年成立專項工作組啟動數字貨幣

研發試驗。目前，數字貨幣在堅持雙層投放、M0替

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頂層設計、標準

制定、功能研發、聯調測試等工作。下壹步，將遵

循穩步、安全、可控原則，合理選擇試點驗證地區

、場景和服務範圍，不斷優化和豐富功能，穩妥推

進數字化形態法定貨幣出臺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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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與Jim & JoAnn Fonteno教育中心
主辦財務講座。由金城銀行營運部祝麗容資深
副總裁、法規遵循部Christina Buggs副總裁和公
關部侯秀宜副總裁主持講座。祝麗容資深副總
裁主講預防身份盜用及銀行開戶需知，Christi-

na Buggs副總裁主講耆老
財務詐騙和個人資料濫用
防範；現場氣氛熱烈，參
加的來賓踴躍提問。

祝麗容資深副總裁針
對如何防範身份被盜用，
詳述如何確保身份資料安
全及有效遏止歹徒盜用個
人身份，並且提供萬一身
份被盜用如何報警及後續
處理方式。祝資深副總裁
並介紹適合耆老們的金融
帳戶，以及申請各式金融
服務所需文件，對於不熟
悉銀行服務的朋友，以淺

顯易懂的方式，迅速增進相關知識。
Christina Buggs副總裁針對現今社會專門

以老人為詐騙目標的亂象，列舉各類詐騙方式
與途徑，容易被騙的標地物，常見的詐騙身份
與對象，以及如何防止個人資料遭濫用等等議

題，以生動明確的例子，幫助耆老瞭解如何保
護個人資料和自身的財務，以及介紹多個可以
尋求協助的專業機構。

本次講座，二位資深銀行經理以深入淺出
方式，為社區朋友介紹財務詐騙重點以及如何
預防身份盜用及銀行開戶需知，相信為朋友們
提供更多金融資訊，幫助大家瞭解如何善用銀
行資源。黄國樑總裁暨執行長表示： 『金城銀
行是社區的銀行和朋友們的金融後盾，我們專
注於聆聽客戶的需求，努力開發便利及多元的
金融服務，以協助客
戶完成人生的夢想。
金城銀行秉持著穩健
、積極的發展原則，
以專業及熱誠的服務
，希望能幫助朋友瞭
解如何保護個人資訊
，以及如何利用銀行
資源，幫助自己取得
合適的金融服務。歡

迎社區耆老和朋友們多加利用。』
金城銀行秉持服務社區的宗旨，以提供用

心、誠懇、周密、專業的金融服務，以滿足社
區朋友的銀行需求。金城銀行與您共創利益，
共享金色未來！金城所致，點石成金，深耕社
區，三十而立！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

713-777-3838。

預防耆老財務與身份被盜用和銀行開戶重點預防耆老財務與身份被盜用和銀行開戶重點，，金城銀行與金城銀行與JimJim
& JoAnn Fonteno& JoAnn Fonteno 教育中心合辦講座為耆老的財務把關教育中心合辦講座為耆老的財務把關！！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簡介燒傷兒童醫院簡介
Galveston 島上燒傷兒童醫院Shri-

ners Hospitals for Children 公 關 Dustin
Johnson 詳細說明, 該院有來自中美洲,
南美洲, 墨西哥, 中國, 蘇俄等燒傷兒童.
Shriners Hospitals慈善醫院全美共有二
十二間, 其中燒燙傷兒童醫院有四間,
Galveston 島上燒傷兒童醫院是全美成

立的第一間兒童燒燙傷醫院。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 燒傷兒

童醫院病房由專家設計,Chief ICU 註冊護
士Gene Mc-Gowen 介紹該病房有特殊
的保溫設備及其他特別設計，遇緊急狀
況可立即轉換成開刀室，隨時為病患處
理緊急救治。 醫院為了避免感染, 沐浴

室由兩位專職註冊護士Wanda
Beck 和Mary Bemardy 為病患每
天洗澡及更換包紮紗布。 院內
並設有燒燙傷的專用皮庫, Ste-
phen Williamson,CTBS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 燒傷兒童醫院
皮膚銀行總督說明該庫皮膚取得
都是由善心人士捐贈. 皮庫內有
完善的保存屍皮及胎盤的設備。
另外， 該院為節省支出，在院
內購製機器及材料以3D打印製
作合身面具。院內有設備齊全的
復健中心及運動中心，每位病患
的復建是由醫生與復建師共同討
論，為病患量身訂作，適合他個
人的復建計劃。

該院的治療都是免費, 一般接受傷
者從5 歲到18 歲以下,燒燙後的護理救
治與皮膚傷疤重建及身體、心理復健等
治療都是該院專長," 很多小孩若受傷面
積達到 百分之70 到80 而且是重度 燒
傷的小孩，都會造成嚴重的傷疤問題,
他們需要做好幾次重建的手術。 醫院內
共有3 個開刀房, 每天差不多開5 台到６
臺刀, 每個星期平均開15 台到 18 台刀,
皮膚移植是手術重建基礎的一部份. 方
法大部份是皮瓣移植, 植皮是很少, 作法
跟別的整形醫生不一樣.。 因為許多病
患最大問題, 是疤的問題, 所以需要想辦
法, 把疤的問題減少。我發覺最好的方
法是用 病人自己的皮做重健， 而屍皮
或是其他人工皮在重建上不是那麼好用
。所以，以 重建的觀點說起來, 最好用
病人自己的皮膚跟他們自己的組織，會
有比較好的結果。 每台開刀差不多2 個
鐘頭左右。有些研究部門正在研究用幹
細胞或者是器官移植的可能性, 但真正
臨床可不可以用 ，還不知道，10 年,20
年以後對燒傷治療方法會變化很多。 還

要靠很多研究, 還有靠很多看顧病人的
經驗來解決 現在沒有辦法克服的瓶頸
。 所以, 除了癌症以外, 燒傷還是一個很
困難的醫療問題。 1960 時百分之40 燙
傷面積可以存活及治療, 現在則提高至
百分之80甚或百分之90都可救治, 因為
現在的醫療技術及很多燒燙傷醫院可幫
忙救治。而Shriners Hospitals 與其他燒
傷醫院不同的地方，在於病人很多是從
墨西哥來的, 病人受傷的原因、受傷的
部位及嚴重的程度，另外還涉及他們的
社會問題, 還有心理上的問題, 在一般美
國醫院是看不到的。因此, Shriners Hos-
pital in Galveston 因為治療過很多嚴重
燒傷病人，從急救、燙傷護理、重建治
療、身体及肢体復健到心理復健，都 有
很豐富的經驗以及很完整的病例記錄作
為日後參考。

一個團隊, 討論治療進展程序, 以最
好的方式看顧這群年輕人, 因為時間可
能要花10 年以上。 所以, 現在就要開始
準備， 開始組職，對於嚴重度傷者，若
傷口趨於穩定，也許是另外一個問題的

開始，他們會有無數的問題要面對，也
就是醫護人員有無數的問題要解決。

Shriners Hospitals 是專門治療兒童
燒傷的一個醫院,而 Shriners Hospitals 一
旦接受了病患，醫療費用全部免費, 也
沒有次數限制，如果受傷年紀5 歲, 在
達到限制年齡前，不管你開幾次刀, 住
院幾次, 費用全部是免費。 Shriners
Hospitals 他們的原則和 作法, 全世界沒
有第二個組織會做這種慈善醫療。 問題
是病人的選擇, 病人可以到美國來, 是要
靠醫生對醫生的討論, 然後從他們的意
見決定，病人是否適合到美國治療。因
為決定的因素除了醫療問題外，不只是
距離問題，還有語言、習慣等問題。如
果強迫將病人帶到美國，會帶給病人另
一種壓力。所以這個需要靠醫生間很多
的討論才可以決定。多一個選擇，當然
除了年齡符合外，一定還有其他的考量
，比如學業、工作、 家庭和經濟等因素
，因為重健和復健並不是一年、二年的
問題, 可能十年, 二十年, 為了這群病人,
是需要作很充份的準備。

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元旦年元旦
頒發僑務委員會獎狀頒發僑務委員會獎狀::推動聲援台灣參與聯合國獎狀推動聲援台灣參與聯合國獎狀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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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內著名網絡原創小說網的作者“貓膩”
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最近不僅在國內熱播，在海
外的視頻頻道也備受海外的華人的追捧，單級的
播放量高達66萬！

《慶餘年》電視劇是由孫皓執導，張若昀、
李沁、陳道明、吳剛、辛芷蕾、宋軼、郭麒麟等

主演的古裝劇。該劇改編自貓膩的同名小說，講
述了一個有著神秘身世的少年，自海邊小城初出
茅廬，歷經家族、江湖、廟堂的種種考驗、錘煉
的故事。

身世神秘的少年——範閒，自小跟隨奶奶生
活在海邊小城澹州，隨著一位老師的突然造訪，

他看似平靜的生活開始直面重重的危機與考驗。
在神秘老師和一位蒙眼守護者的指點下，範閒熟
識藥性藥理，修煉霸道真氣並精進武藝，而後接
連化解了諸多危局。因對身世之謎的好奇，範閒
離開澹州，前赴京都。在京都，範閒飽
嚐人間冷暖並堅守對正義、良善的堅持
，書寫了光彩的人生傳奇。

慶餘年劇情中陳道明和張若昀則是
成了一對父子，雖然兩人是第一次的合
作，但是其實在生活中兩人早就認識了
，對此，陳道明透露自己在張若昀剛出
生的時候就和他父親是相識了，當時他
父親組織了一支籃球隊。

《慶餘年》是李小冉時隔多年後再
次出演的古裝劇，此前她出演的劇作多
以民國劇和現代都市劇為主，尤以溫婉
嫻靜的氣質、端莊大方的民國旗袍女子
以及表面成熟知性、內心果敢堅毅的現

代女性角色令人印象深刻。慶餘年劇情中李小冉
飾演的長公主在原著中可以說是集齊美貌智慧與
劍走偏鋒狠辣於一身，並且心思偽裝極深，處處
與範閒為敵，人物的多變性以及角色的複雜性既
讓她充滿魅力，同時又對演員的演技充滿考驗。
除了《慶餘年》以外，iTalkBB還不斷地會為大家
帶來更多精彩的中文電視內容。目前聖誕節特價
優惠，中文電視電話套餐，前3月免費！同時還
有《中國機長》《少年的你》等大片和綜藝節目
，還有新聞直播頻道等著大家！

iTalkBB，致力於為海外華人創造美好生活。
精彩好劇，看中文電視，盡在iTalkBB。中文電視
與家庭電話二合壹套餐，僅需$4.99每月。現有
限時優惠，首3月免費！更是帶有30天免費試用
，立即撥打1-877-482-5522諮詢訂購吧！

《《慶餘年慶餘年》》iTalkBBiTalkBB上線上線 海外爆紅海外爆紅 國產影國產影
視迎來視迎來““出海出海””黃金期黃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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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BB77
星期六       2020年1月4日       Saturday, January 4, 2020

美國移民局在12月宣布了入籍新政
策，如果入籍申請人有兩個或多個DUI定
罪，將影響入籍申請中關於良好品德
（Good Moral Character）的要求。

10 月 25 日，總檢察長在 Castil-
lo-Perez一案中裁定，在法定期間兩次或
更多次的DUI定罪可能會影響申請人良好
的道德品質這個要素。申請入籍時，被判
兩次或兩次以上DUI定罪的申請人也許可
以通過提供證據證明他們具有良好的道德
品格來推翻這一假定。 DUI包括所有州和
聯邦的有相關違法的駕駛行為，包括酒駕
，在有違禁物品影響的情況下駕駛以及其
他使個人在有嚴重影響安全的違法駕駛行
為。

同樣在 10 月 25 日，總檢察長在
Thomas and Thompson 一案中裁定，
“監禁或刑期”的定義通常是指最初的刑
事判決，而不考慮判刑後的減刑，除非該
減刑是基於刑事訴訟過程中程序上或實質
上的缺陷。

由於上述兩項裁定，移民局修改了入
籍中對於“良好的道德品格”的相關要求
，並出了新的備忘錄。

我們在以前的入籍專欄中介紹過，入
籍申請人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就入籍而言，需要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的時間範圍通常是指普通入籍申請人在
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五年，公民的配偶在入
籍申請遞交前的三年，服兵役的申請人在
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一年內具備良好的道德
品格才有資格提出申請。有的時候，五年
之外的行為也會在考量之中。

從過往的判例法看，不具備“良好的
道德品格”通常包括：
1． 提供虛假證詞
2． 習慣性的酗酒
3． 被判決入獄六個月以上的刑事犯罪人
4． 被判移民法所定義的“重罪”的人
5， 保釋逃逸
6， 銀行欺詐
7， 串謀販賣違禁物品
8， 偽造記錄
9， 保險欺詐
10， 妨礙司法公正
11， 性侵
12， 社會保障欺詐
13， 非法騷擾
14， 違反美國禁運

其它未觸犯刑事法律，但不具備“良
好的道德品格”的情形包括：
1． 拖欠小孩撫養費。
2． 惡意逃稅。
3． 未進行服役登記（selective service
）。美國移民法規定，年齡在18歲至26
歲之間的男性美國綠卡持有者，有義務向
美國兵役註冊機構(Selective Service) 註
冊。註冊並不意味著就立刻要服兵役。只

有在美國出現征兵的情形下，才需要服役
。如果是2000年以後申請的I-485 或在
海外使領館取得移民簽證的人士，移民局
在綠卡批準後將自動為申請人進行兵役註
冊. 註冊記錄將通過郵寄的方式送到郵寄
綠卡的地址。在申請入籍的時候年齡在
18歲至26歲之間的男性必須提供兵役註
冊紀錄。

4． 謊稱自己的公民身份，不具備投
票資格進行投票者。但有如下例外：父母
親中有一人是公民，16歲之前就來美國
定居者，合理誤認為自己已經是公民者。

在美國有犯罪記錄，並不一定就不能
申請入籍。要拿到法院的詳細結案報告和
警察局的詳細逮捕紀錄，由專業律師分析
評估是否可以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川普10月4日周五表示，所有簽證
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有醫療保險或有能力
支付醫療費用才能獲得簽證。該規則將於
11月3日正式生效。

2.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十月份移
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卡
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期
，可以同時遞交I-130（親屬移民申請）
和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情形幾
年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11月份是否
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一般而言，美國綠
卡持有者只能為自己的外籍配偶遞交綠卡
申請的第一步（I-130），等移民排期排
到後才能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二步。但是在
今年10月份，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為自
己的外籍配偶將兩步同時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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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
休斯頓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
96人被刑事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
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打擊婚姻欺詐案件的
決心。
4.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結束
。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去年
略有上升。

H1B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2019
年起，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一輪抽
簽，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第一輪抽簽共有六萬五千
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碩士
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第二輪抽
簽，這一輪抽簽有兩萬個名額。抽簽順序
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

位的申請增加16%（5340個中簽）的中
簽機會。對於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人來講是好消息。

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移民局
從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起，全面恢復
H1B工作簽證申請的加急服務。移民局自
2001年7月30日起開辦了快速審理服務
。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
41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
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
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局
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
退回加急費，並仍然加急處理該案件。從
2018年9月11日開始，移民局暫停了絕
大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急服務。
今年年初恢復了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
的加急服務。

移民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如果您的
H1B工作簽證申請被要求補交文件（RFE
），申請人應在要求加速處理的同時遞交
補充文件的回復 (RFE Response)。

對於被轉移至其它審理中心的申請，
申請人應將案件加速處理的要求遞交到正
在審理該申請的審理中心，並同時附上移
民局的案件轉移的通知 (Transfer Notice)
。

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美國移民
局在2018年12月3日公布新的H1B申請
程序草案：“電子註冊”申請程序。 這
個新程序要求H1B申請方在移民局規定
的時間內進行電子註冊。移民局會在有效
的註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的雇
主會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
的時間遞交H-1B申請。 由於系統調試
沒有最後結束，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
。

5.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於
2018年9月11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
和非移民申請采取省略發出RFE（要求補
充文件）或者 NOID（意圖否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政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
申請：第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
供符合移民法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提
交的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的證據
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備忘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家
庭移民的 I-485申請中沒有提供經濟擔保
表 （I-864），或者豁免申請中沒有提供
所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提別指出，
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局限於所舉
出的例證。

6.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
辦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程
中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謊，
立刻撤銷公民資格。

7. 川普總統表示，所有申請過美國
政府福利和政府補助的申請人，將在綠卡

和公民申請時被移民官視為“公眾負擔”
而拒絕申請並被遞解出境。除了食物券，
國土安全部（DHS）將一系列非現金類的
社會福利, 如讓美國出生的子女進入公立
學前教育項目，煤水電費補助，和Med-
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8. 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是去年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去
年同期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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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籍新政策入籍新政策：：兩個或以上兩個或以上DUIDUI將影響入籍申請將影響入籍申請



BB88休城畫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星期六       2020年1月4日       Saturday, January 4, 2020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元旦升旗典禮年元旦升旗典禮

由李迎霞會長由李迎霞會長（（左三左三））率領率領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
南分會南分會」」 的成員出席升旗典禮的成員出席升旗典禮。。

（（左起左起））黃以法黃以法，，江震遠江震遠，，趙婉兒趙婉兒，，吳筑君吳筑君，，
甘幼蘋等僑領在典禮上甘幼蘋等僑領在典禮上。。

眾僑領眾僑領、、僑胞與僑胞與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陳家彥處
長夫婦合影長夫婦合影。。

由朱江演唱由朱江演唱 「「中華民國國歌中華民國國歌」」 。。由由FASCA(FASCA(華裔青少年大使華裔青少年大使））在升旗儀式現場表演舞龍在升旗儀式現場表演舞龍。。

由由 「「榮光會榮光會」」 代表主持升旗儀式代表主持升旗儀式。。

由由 「「榮光會榮光會」」 代表主持升旗儀式代表主持升旗儀式。。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中華公所共同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鄭雅文主席鄭雅文，，李世威率全體僑胞共同參加元旦升旗典禮李世威率全體僑胞共同參加元旦升旗典禮。。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李世威率全體僑胞李世威率全體僑胞

共同參加元旦升旗典禮共同參加元旦升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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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9喜迎2020，感恩大家一路支持
王朝旅遊恭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勝意

德州佛教會於2019年12月25日(星
期三)至12月31日(星期二)，假美洲菩提
中心明心堂舉辦《歲末感恩佛七》。這
次佛七由本會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主七，
全程禁語，攝心念佛。參加佛七的四眾
弟子和義工約有80名，除了休士頓本地
的信眾之外，也有遠從外洲來參加的居
士。

24日報到當晚，宏意師父在明心堂
與其他六位法師歡迎大家，表示人是需

要休息的，休息則有兩種方式: 1).消耗式
的休息，如度假，遊山玩水，聚會聊天
，雖然放假但是仍然消耗精神體；2).儲
蓄式的休息: 基本上是身體安住，意念清
淨，如念佛和禪修等活動。所以希望大
家能利用這七天的時間，好好的休息。
宏意師父更進一步的指出，念佛的理論
是: 1).以一個淨念止萬般雜念；2).強迫轉
念，把心念從散亂轉成專註；3).皈依禮
敬阿彌陀佛的無量光無量壽，希望求得

和佛一樣的智慧福德。大家要問問自己
，為何犧牲假期來參加佛七? 人生在世一
定要找到一個救命金丹，希望大家能經
由念佛功夫培養正念定力，順逆皆能安
然不動，把持自心。藉這隨息念佛，註
意呼吸，鍛鍊自己，得到平靜。

佛七期間，作息緊湊合宜。每天早
上5點打板起床，5點50分上殿念佛早課
，7點香雲堂早齋，9點明心堂傳授八關
齋戒，說戒、懺悔、受戒、發願、起香
念佛、繞佛、止靜。中午12點午齋後養
息，下午2點禮佛念佛繞佛直到5點。5
點到5點30小參，可向師父請教修行上
的問題或是報告自己的體驗。5點30分
藥石或自修，晚上7點由主七和尚開示
《佛說四十二章經》，7點40分最後一

炷香時間，念佛繞佛止靜到晚上9點，10
點就寢。最後一天並安排正授三皈五戒
，受戒是一種發心作意，照顧自己，照
顧他人的方法。

佛七期間，主七和尚的開示可分成
二大類：1).早齋午齋時的念佛修行要訣
2).晚間《四十二章經》選講。在佛門中
，早齋午齋，食存五觀，正念分明是佛
門五堂功課中的兩堂。齋堂開示包括：
放鬆和放下，放鬆是生理上的，放下則
是心理上；即今修去便修去，若待了時
無了時；過堂用齋拿碗用筷的威儀要龍
吞珠鳳點頭，藉由過堂吃飯來戒貪嗔，
好吃的不可貪，不中意吃的則不可嗔；
安受苦忍 諦查法忍；培養安忍力，覺照
要及時；親近善知識，做自己的善知識
；常樂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捨中；
常思妙法語，善自作叮嚀；親近有德者
，相談悅人心。在不規律中要想辦法安
助身心，在規律中則要準備應變，了知
無常。晚間開示《四十二章經》選講其
中十章，該經相傳為東漢迦葉摩騰、竺
法蘭兩位法師共譯，歷史上認為是中國
最早的漢譯佛經。經文共分四十二段，

故稱《四十二章經》。本經對早期佛教
的基本教義作簡要說明，每章內容簡短
扼要，體裁頗似《論語》和《孝經》，
對答條列，多者僅百餘字，少者僅十八
字，可說是部理事圓融的經典。內容依
章簡說，三乘共教行果，五乘善惡通義
及大乘六度萬行不共法，最後總明教、
理、行，直指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的實
像。與《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
合稱為佛遺教三經。

七天的念佛共修，依正莊嚴，戒德
成就，於31日圓滿。德州佛教會定期舉
辦不同念佛、禪修、講經、慈善等活動
，如果您對聽聞佛法如理修行有興趣，
請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美洲菩提中心歲末感恩佛七圓滿美洲菩提中心歲末感恩佛七圓滿

2020年的鐘聲已經敲響，王朝旅遊也邁進了第22
個年頭，感謝大家長久以來的陪伴，感恩大家對
我們的信賴和支持，成就了今天的王朝旅遊！
回顧2019年，三百多個日日夜夜，王朝旅遊跟新
老朋友一起渡過了很多歡樂時光。年初我們去了

越南和柬埔寨，走過巴拿山的黃金佛手橋，參觀
了順化的越南紫禁城，在胡志明的著名紅教堂前
留影，從百年郵局寄出一張明信片，乘豪華遊輪
遊覽“海上桂林”下龍灣，驚歎千年文明古跡的
柬埔寨吳哥窟。精通越南話的王朝旅遊董事長親
自帶隊，令大家的行程更加方便、舒心。

春天我們去了風景優美、充滿人文情懷的歐
洲，瑞士的雪山前、德國的古城堡裡、巴黎的鐵
塔下，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乘坐知名的維京遊
輪，每天琳瑯滿目的自助美食，精彩不遜百老匯
的歌舞表演，免費贈送的WIFI上網，令大家在船
上也渡過了美好時光。

九月秋高氣爽，我們遊覽了中國的大好河山
。黃山日出的奇觀，武夷山的巍峨，黃果樹瀑布

的壯觀，江南周莊水鄉，苗族的千戶苗寨，昆明
的石林......一路美景美食相伴，並且一起歡度了中
秋佳節。月圓人團圓，在王朝旅遊這個大家庭裡
，我們相識相遇相知相聚。

年末的澳大利亞、新西蘭16天之旅，大家深
度暢遊了澳洲的悉尼、墨爾本、藍山，乘坐豪華
遊輪遊覽了新西蘭的各大城市。參觀了南半球最
大的聖帕特里克天主教堂和世界级的峽灣國家公
園。在企鵝島上見到上萬隻小企鵝在面前搖搖晃
晃的走過，萌到令人心化。

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令我們每一次行程都
快樂圓滿。越來越多的朋友加入王朝旅遊這個大
家庭，一次次的旅途，讓我們的心更加貼近。在
新的一年裡，我們必將保持這顆初心，用我們專
業的水準和誠摯的心，為大家提供更精彩的行程

，更周全的服務。
世界這麼大，一個人去未免太孤單，跟著王

朝旅遊一起去看看，2020年我們將會重開柬埔寨
越南之旅，春天去日本韓國賞櫻花，還會去童話
世界北歐，文明古國埃及等等。即刻就來咨詢吧
！

留住2019的快樂，記住2019的旅程，攢起
2019的經驗，告別2019的失意，一起迎接2020
的新顏，保持熱愛，奔赴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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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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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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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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聖誕樂聲處處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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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周二)今天天氣真

好，晴空萬里，太陽曬在身上感到暖和，涼風拂面

徐徐吹來，筆者走路運動回來，鄰居太太Gloria歡
喜看見我，我們彼此寒暄問安，她邀我同去吃麥當

勞早餐與去花園買盆花，Gloria是很愛種花賞花的

人，她家前院後院都有種植許多不同的花卉，她說

她父親也是很愛種花的，父親老家是在路易斯安娜

州，我們很高興結伴同行，難得偷閒兩個小時。

12-18 (周三)下午3:00pm我和號角義工美秀姐去

“晚晴公寓”參加慶祝2019年聖誕新年聯歡會，官

芷伶姊妹主持，唱詩、讀《聖經‧路加福音》七章

18-27節，約有200位出席。西南國語教會韓友惠牧

師主講信息「你等待什麼？」，西區教會黃奕明牧

師暨小詩班領唱聖誕詩歌:「普世歡騰」，「啊！

聖善夜」「平安夜」等。晚晴舞蹈研習班跳兩隻

舞:“一條橋”與“大長今” 。老人協會會長趙婉

兒致詞暨頒贈禮物給兩家教會代表，感謝兩家教會

牧師暨弟兄姊妹數十年來都來晚晴與長輩們共度聖

誕新年聯歡會。我和美秀姐妹在聚會後，派發中信

月刊與號角月報給長輩們，共發出83份。尚有許多

長輩未信主。感謝神，準備83份《中信月刊》與

《號角月報》，未料，全派出，長輩們喜愛拿回去

看。

12-18晚晴慶祝聖誕新年聯歡會

爾後，我和美秀姐去探訪傅金香伯母、郭俊生

伯伯伯母暨大衛。我們也看到於協初伯伯、董文染

伯伯伯母、趙智俠伯母等。

12-19(周四)今天4:00-6:00pm我們西南國語教會

團隊在“晚星老人公寓”與中外長輩們共度聖誕

節，約有長輩36位出席（美國人、越裔、菲裔、華

裔、老墨等），教會韓友惠牧師與弟兄姐妹15位出

席。橄欖樹福音事工古秉勳偕同劉華華、趙芸慧領

唱聖誕詩歌，韓友惠牧師短講「和平的君」，觀賞

聖誕節影片《平安夜》。侯狄姐妹帶給大家用汽球

作花，天使報佳音等。贈送特別汽球給幸運者，大

家都很享受歡樂時光。有位老美告訴我「希望明年

你們再來一起慶祝聖誕節。」

12-19晚星公寓慶祝聖誕節      

12-19西南國語教會團隊在晚星公寓

12-21(周六) 2:50pm西南國語教會團隊去大中華

超市，惠康，百佳，HMart四家華人超市報佳音暨

分贈2020日曆記事本。

12-21西南國語教會團隊在HMart 超市報聖誕
佳音

感謝神，我們看到紐約角聲法拉盛福音中心陳

熾牧師聯合眾教會在紐約法拉盛中國城傳報聖誕佳

音。為他們代禱，求主興起更多人間天使報佳音，

與天上天使齊聲響應，合唱天使傳報佳音。

12-23(周一)在facebook上看到許多40、50年老

朋友，老童學留言祝福Joy生日快樂，真是感恩有

老友們。

與孩子們的緣分
我 26 歲時在中國一所大學破格升為哲學副教

授，第二年我便來到美國的一所大學作訪問學者。
訪學中，我第一次給美國大學生上課，才深切體會
到美國學生的言行舉止、課程作業等和中國大學生
完全不同。美國的大學生更喜歡在課堂上提問，課
後的作業題目也比較新穎，大學生們的創造性思維
能力讓我驚歎。

期間，我還為福特基金會做一項關於美國家庭
領養中國兒童的課題研究。這些領養家庭多是美國
中產階級以上家庭，97% 的家庭有基督教信仰，這
些家庭的孩子都懂規矩，在規矩中有他們的自由和
創造。

訪學結束之後我放棄了中國的教授職位，到美
國重作學生，讀早期兒童教育學博士課程。我愛孩
子們，而且「孩子氣」般純真的為人處世，也是我
簡單、真誠和人相處的方式，我的喜怒哀樂都寫在
臉上。

「垃圾專業」的意義
我在美國留學期間，其他好心的留學生告訴我，

早教專業是個垃圾專業，畢業後在美國很難找到工
作，即使找到工作薪水也很低。當時大部分留學生
的專業都是電腦、會計和護理等。

好心人的勸說開始讓我很困惑。恰逢華人教會
邀請焦源濂牧師來開佈道會，我便向他分享了我的
求學困惑。沒想到他熱情地鼓勵我：妳學的專業很
好，早期兒童教育太重要了，上帝最喜歡孩子了。
聖經上還教導我們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從此，
我再沒動搖過對早期兒童教育的熱愛。

博士畢業後，我到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任職副
教授。第一個週末全家到美國教會，美國牧師問我
從事甚麼工作，我很驕傲地說擔任大學早教系教
授。

下午他便到我們家探訪，拎著一個紙袋子，裡

面是三盒錄音帶。他邊拿出磁帶，邊
爽朗地笑道：「哈哈，妳學的是世上
的方法，我讓妳看看聖經上是如何談
教養兒女的。」磁帶上有標籤：「為

人父母的聖經原則」。當時我覺得挺好笑，我的導
師是哈佛教授，世界著名早教專家，波士頓兒童醫
院院長，一輩子都是研究新生兒。我花了幾年時間
學了那麼多東西，就被你一下否認了。我將這些磁
帶放一邊，很久都沒碰它們。直到很長一段時間後
才好奇地聽了這些磁帶，說的都是對兒女的管教。
雖然不能惹兒女生氣，但也要舉起管教的杖；而這
個管教特別是杖責，確實是我在讀早教博士課程中
所沒有的，我學的主要是如何開發兒童和引導兒童
的發展。

這個教會的絕大多數家庭的孩子都是在家上
學，除了學習知識外，更是按聖經原則注重品行教
育。孩子們除了天真、活潑，還普遍都有愛心和規
矩。

兩類學生的兩類家庭
幾年後，我轉到美國中部的一所私立大學工

作，大學裡有一些亞洲留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
由於我也來自亞洲，學校讓我在他們剛入學的第一
年作導師，給他們適應期的必要指導。在這些學生
中，一類學生經常讓我頭疼，主要是從中國來的；
另一類學生身上則有很多可貴之處。

有一個中國留學生來留學的第二個學期學會開
車，沒想到他居然找到另個城市的Casino（賭場），
把父母給他的生活費及沒交完的學費都輸了，還到
處向其他留學生們借錢。別的學生又不知道他的行
為，幾乎人人都借了錢給他。後來，被同學們催債
催急了，他才向他爸爸承認此事。我和他爸爸電話
溝通時，他爸說自己氣得全身骨頭都疼。

另一個中國留學生，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在
校期間，常常帶著兩三個女孩同住。大學有關部門
工作人員與他溝通這事，他卻謊稱是中國潮流。

有的中國學生還在校園裡打架被警告，有的抄
襲作業被開除。

但是另一些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學

生，不僅沒有不良表現，且在校行為得到美國師生及當地
社區家庭們的好評。他們喜歡幫助其他同學特別是英文不
好的留學生，積極參加校園崇拜的事工，學習都很認真，
生活勤儉，且與人交往時有禮貌，也有感恩的心。在我家
聚餐時，認真參加謝飯禱告。有的學生總是等所有人都拿
完餐才去拿，很多時候好吃的菜早被拿完。餐後，又總是
幫忙收拾碗筷。

後來，我發現這些差異不是因為來自不同的國家，很重
要的是來自不同信仰的家庭。這些東南亞來的學生，有一
個共同的成長背景，就是他們都來自基督教家庭，有些父
母還是牧師和傳道人，而那些總惹麻煩的中國學生幾乎都
是沒有信仰的家庭背景。

近些年來，中國來美國留學的初中生、高中生越來越
多，問題也不少。他們普遍喜歡花錢，很少和父母說話，
一說話就是要錢，父母在他們眼中就是取款機，這也與家
庭環境有關。一個大學生對我說，在他家裡，所有成長的
記憶中，他父母的口頭禪就是「錢錢錢」，除了錢沒有更
重要的事情。

信仰伴隨我專業
嬰幼兒時期是人生最弱、成長最關鍵的時期。幼兒成長

包括三大方面：體能發展、認知能力和社會情感。有一天
我在讀聖經時突然發現，上帝在很多年前早就告訴我們了。
聖經中提到：「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祂的心，
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上帝和人喜愛祂的心便
屬於社會情感的部分。

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重在這個與上帝、與人之間的關係，
能成為人一生的幫助。聖經詩篇第一篇就教導我們：「不
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詩
篇 1:1）這深刻表達出早教的一個概念：「同伴教育」的重
要性。在成長過程中特別要教導孩子們有正確的善惡觀、
鑒別力、抵抗力，對人有愛心，遇事有喜樂。

如今在我的教學中、在中國的講座中，我都把聖經原則
巧妙地結合到我的早教科學裡，特別希望幫助中國的幼兒
老師和幼兒家長們矯正對幼兒的培養期望、人生價值和行
為準則。慶幸的是，有些已經成為基督徒，還有一些已開
始接觸聖經。他們的疑問，常是我對他們分享我和我家見
證的很好機會。

原載《中信》月刊第 681 期（中國信徒佈道會）

12-24 (周二) 今天下午5-7pm我和安琪（號角義工）去

迎主教會幫忙聖誕節福音聚會聚餐，配搭事奉，周武籐牧

師劉美師母（號角義工）他們邀請附近中國城新移民、公

寓鄰居暨老墨，流浪漢..求主賜福今天的聖誕福音聚會，

陳國安牧師用英語講道，李水蓮牧師也同來，我們地上的

天使同心興旺主的福音。向未信主，遠離神的人傳報佳

音。請為今晚聚會代禱。潘師母，我四點會帶來一大盤韓

國炒米粉給周牧師師母的聖誕福音聚會，可惜我不能參

與，抱歉！周光祖/西區教會/天使團隊

晚上8pm去Dr.Lai家扎針灸，感謝Dr.Lai他們在聖誕夜

愛心接待我這不速之客。

12-24迎主教會

12-24流浪漢跪下感謝天父賞賜美食
12-24周武籐牧師接待流浪漢共同吃晚餐，也愛心贈

送長袖襯衫給流浪漢

◎友人來信
親愛的師母，感謝您多年對海灣華人教會的默默支

持，在神的事工上的殷勤擺上，您愛主、愛弟兄姐妹的心

是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榜樣，求主紀念祝福您，2019光榮

服事，2020福杯满溢，恩上加恩。

許琛姐妹/海灣華人教會

敬祝各位讀者聖誕新年蒙新恩！

教養孩子走正道    羅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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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送暖 環保毛毯包住愛
撰文：真善美志工／瑪琳、李素貞、駱淑麗、李健群／洛杉磯報導

寒冷的冬天，最舒服的莫過於溫暖的安眠。每到冬天慈濟志工便會到地區街友庇護所，送上暖心的物資，幫助

街友過冬。12月中，慈濟美國總會志工帶著街友需要的物資，來到位於科維那市（Covina）的聖心天主教會

（Sacred Heart Catholic Church），讓131位街友感受到愛的祝福。

◎幫助度過寒冬 

◎實用的環保毯 

◎別害怕失敗跌倒 

每年12月開始，為街友準備的臨時庇護所便陸續開放，

避免街友在刺骨冰寒的夜晚露宿街頭而凍傷、生病或

死亡。庇護所多由轄區內各教堂輪流設置，每天傍晚時分，

會派出接駁巴士在固定地點接送街友，庇護所會提供一餐熱

食、衣服和熱水澡，並有一床溫暖舒適的睡鋪。

 每年9月時，庇護所便會向各慈善組織申請所需物資。

志工許家祥專門負責冬令庇護所的聯絡，確認庇護所行事曆

與需要的物資。多年來，毛毯一直是物資需求的第一選擇；

來自臺灣的環保毛毯，觸感輕而柔軟，蓋在身上特別溫暖，

在寒冷的冬天，這一條溫暖的環保毛毯，可讓街友感受到來

自異國的愛心、溫暖與祝福，幫助他們平安度過寒冬和人生

的低潮期。

 許家祥說明，在庇護所開放前一個禮拜，志工便會把毛毯

送去。庇護所會給每位街友一個號碼，每天早上會把毛毯收

起，放在固定地方，當街友來的時候便可依照號碼取回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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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3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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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友都很喜歡溫暖的環保毛毯，許家祥指出，當他向街

友說明，環保毛毯是慈濟在臺灣的環保志工用愛心，

從回收的寶特瓶再製而成，許多人都驚訝表示這毛毯太棒

了，不但輕而且溫暖，還有很棒的意義。 

 羅伯特·麥肯農（Robert McKennon）是東聖蓋博谷聯

盟冬季庇護所計劃的委員，主要為無家可歸者規劃提供服

務。他說明，庇護所計劃始於1990年，當初是基於信仰而成

立的組織，開始時僅設4個小型教堂。近年街頭流浪人數正

在增加，特別是在拉蓬地（La Puente）和哈崗（Hacienda 

Heights）地區，所以更多教堂加入，現已有30個庇護所。

 麥肯農指出，庇護所從12月1日開始至隔年3月18日結

束，預計每晚平均可收容175名街友。此為志願者組織的項

目，由教會組織贊助，還有慈濟基金會多年來持續支持此計

劃。每年，慈濟的大愛醫療車會來提供牙科服務，以及提供

所需的毯子；來自臺灣的環保毯非常實用，它們易清洗、乾

燥迅速且不會有寄生蟲問題，這是庇護所常要處理的問題。

來自紐約的大衛·羅薩里奧（David Rosario）因一次次

的打擊，讓他喪失鬥志而吸毒與酗酒；教會協助他再

一次站起來，在庇護所工作。他說：「改變永遠不會太晚。

庇護所給我改變的靈感。我現在能和女兒說話也有孫子，16

年後再次跟媽媽說話。真的不要害怕失敗和跌倒。」

 阿圖羅·扎阿拉（Arturo Zavala）很喜歡塑膠瓶做的毛

毯，當天他接受慈濟牙科診療和剪髮服務，他說：「我很

高興牙醫幫我洗牙，我很久沒洗牙了。慈濟提供窮人這項服

務，讓我們更有力氣向前走。」

 嚴寒冬季是街友最難熬的季節，但慈濟人的愛與關懷，

化為毛毯包裹每一位身心俱寒的街友，幫助他們能走向重新

開始的春天。
為街友舉辦的園遊會中，也可見到慈濟志工整理毛毯準備發放的身影。
攝影／李律慈

志工貼心地幫助街友讓人感到溫暖的愛。攝影／李律慈

蘿麗與馬克深耕帝國山 
將愛播撒改變貧鄉
撰文：默杰夫、牧帆洲、波艾略／南加州報導

帝國山（Mountain Empire）位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東

南方，八號州際公路八十英哩處。靠近墨西哥邊境的

帝國山，是個物質、醫療、交通極度不足，貧苦困乏窮鄉僻

壤的農村，也是退休老人和新移民聚集的小社區，許多居民

沒有醫療保險，或是礙於行動不便，無法前往幾個小時外的

大城市就醫。

◎帝國山慈濟種子 ◎用愛深入貧鄉

◎鼓勵居民投入

蘿麗和馬克 (Lorrie & Mark Ostrander) 這對慈濟志

工夫妻，是當地的第一顆慈濟種子，他們兩人透過自

己在社區的人脈，在2015年夏季首度舉辦了一場慈濟義診，

並以個人的慈善關懷行動，希望帶動更多社區人士投入行善

行列。

 2012年9月帝國山發生了一場山火，讓蘿麗和馬克與慈

濟結緣。當時慈濟志工在災後前去關懷，熱心公益的蘿麗和

馬克亦為救災發動募款行動，因此，紅十字會將他們轉介與

慈濟認識；之後夫妻倆參與慈濟志工培訓、完成授證，正式

成為帝國山的慈濟種子。

 在開車五分鐘或許都見不到一間房舍的帝國山，蘿麗和

馬克為了凝聚鄉親的愛，不但走出家門，主動到行動不便的

鄉親家探視拜訪，蘿莉更會定期烹煮熱食送給鄰里的獨居老

人，開車帶鄉親到一兩個小時車程外的大城市看病就診，確

確實實以行動串聯起社區的關懷。

蘿麗說：「在慈濟志工的幫助下，他們夫妻學習到如何

表達，向別人說：『我們該如何幫助你』這句話關鍵

是我們。」

 馬克是一名退休的消防員，因為工作關係社區多數人都

認識他，所以在當年山火發生後，鄉親第一時間便向他打聽

消息，他也因此組織社區募款投入賑災。他認為，要讓有需

要的人能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以用，這是溝通。

 在地廣人稀的帝國山組織志工群是不容易的，馬克說：

「我們必須要用佈告欄，或利用口耳相傳，這裡沒有報紙、

廣播電台，有些人甚至沒有手機。用電腦聯繫除了來回通訊

外，真的無法做到任何的事，要讓大家互相社交，能彼此交

流起來，是建立社群的方式。」

 蘿麗認為：「這些人很辛苦很困難，我們試著去發掘他

們的需求，和他們交談，這是我們如何開始的方式，以建立

信任。」

因為兩夫妻的努力，慈濟從2015年起每年都會排出行

程，到帝國山為鄉間民眾義診。也因此吸引更多居民

投入行善行列。

 志工洛雷塔 (Loretta Simon) :「我會幫忙做登記工作，

那是過去我曾做的。」志工特蕾莎 (Teresa Greenhalgh) 也

因馬克和蘿麗的投入而感動，主動協助義診相關工作。志工

達倫 (Darren Greenhalgh) 認為，做志工的感覺太棒了，出

來做志工是對的，還能幫助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幫忙辦活

動。慈濟深入鄉間的義診，讓病人很開心，其中眼科是最受

歡迎的項目。

 居民凱瑟琳 (Kathryn McGinnis) 歡喜地表示，接受了牙

科的洗牙服務，還有眼科診察。帶著孫子一起來看診的居民

瑪麗亞 (Maria Amaya) 說：「我是在傳單上看到社區中心有

舉辦義診，我帶了孫子多米尼克 (Dominick) 一起來，來進

行牙科洗牙還有檢查視力。我們平常要開一個半小時，才能

去正規醫生那看診，所以來這裡看義診是個很好的機會，特

別是這是免費的，尤其是我們都沒有健康保險。」

 歡喜見到義診成功舉辦的蘿麗和馬克，帶著服務眾生的

熱情和理念，在荒蕪貧瘠的沙漠城鎮中，用大愛精神搭建起

接引居民至慧命之家的橋樑。

居民瑪麗亞（右二）帶著孫子多米尼克（左二）參與慈濟義診與志
工們合影。攝影／葉晉宏

志工馬克（右站立者）向民眾說明慈濟義診內容。攝影／葉晉宏

2019TX_newspaper_186.indd   12019TX_newspaper_186.indd   1 2020/1/2   1:02 PM2020/1/2   1:02 PM



BB1515廣告
星期六       2020年1月4日       Saturday, January 4, 2020



BB1616廣告
星期六       2020年1月4日       Saturday, January 4, 2020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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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