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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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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專欄66
公司稅務狀況轉換公司稅務狀況轉換---S corporation---S corporation 轉換成轉換成 C CorporationC Corporation

上期專欄講到從C corporation轉
換到S corporation的原因及稅務狀況
分析。今天我們 再分析分析其逆轉換
– S corporation轉換成C corporation
。

轉換的原因有主動的，也有被動
的。主動的原因大致分為兩類： 1. 融
資方面：公司需要增加融資，擴大投
資人的類別。如增加外國投資人、公
司形式投資人或者想要在近期上市。
2. 節稅方面：A. 自2017年稅改之後公
司的稅率降為同一稅率21%，遠遠低
於個人稅率。B. C corporation的狀態
有許多勞工優惠政策可用來當作公司
正常費用抵扣公司毛收入。這種主動
行為可選擇在一年當中的任何日期。
如果選擇的日期是在 三月十五日之前
，S corporation 截止日、C corpora-
tion開始的有效日期可以是當年的一月
一日。如果在三月十五日之後，S
corporation截止日、C corporation開
始的有效日期就只能是下一年的一月
一日了。當然如果有合適的理由，即
使選擇的日期是在三月十五日之後，
也可以在當年的一月一日生效。

被動的原因也大致分為兩類： 1.

國稅局強行將公司從S corporation變
為C corporation是因為維持S corpo-
ration的條件已無法滿足。如S corpo-
ration的股東數量超過了100、增加了
公司股東或者外國人股東、增加了股
票類別等。2. 原由C corporation變成
的S corporation如果其轉變之後的連
續三年的非主營投資高於25%的主營
業務收入。S corporation的稅務狀態
會被取消，再轉為原狀態， C corpo-
ration。S corporation稅務狀態被取消
的日期就是事件發生的日期。

轉換當年稅務申報時收入及費用
如何分配？如果S corporation截止日
、C corporation開始的有效日期發生
在年中，公司需要申報兩個短期稅表
， 年初至有效日期前S corporation的
稅表，1120S 和有效日期至年尾 C
corporation的稅表1120。分配的方式
有兩種方式。1. 默認方式是大多數公
司按天數的比例進行分配。 2. 也可按
各自的會計方法計算。但這種方式要
求所有的S corporation的股東和所有
的C corporation的股東同意。時間分
配是這一年的關鍵，因為有一些公司
費用在S 和 C corporation的處理方式

是不一樣的，如公司慈善捐款、公司
員工福利費用、投資虧損等。

S corporation 和 C corporation 在
稅務申報上相差很大。轉換的後期處
理應該註意哪些問題？

1. 稅後累計利潤。S corpora-
tion的稅後累計利潤分配不是C cor-
poration的分紅。因為在利潤獲取的當
年就在個人稅表上繳納了當年的所得
稅（單重稅），在累計利潤分配的那
一年無需額外納稅。這一點與C cor-
poration完全不同。公司如有足夠的現
金，在公司轉換之前剩余在S corpo-
ration的累計利潤在轉換的那一天或之
前就分配給了 S corporation的股東，
股東在S corporation的稅務優勢就沒
有丟失。但一般情況下，公司的業務
仍需要正常進行，可用於分配累計利
潤的現金有限，無法及時分配。這種
情況下，S corporation的累計利潤就
損失或轉成C corporation的累計利潤
了嗎？答案是No. 考慮到這一點，國
稅局給了兩年的期限。同時， S cor-
poration的累計利潤分配還受到股東
股份基礎（stock base）的限製。

2. 懸掛未能抵稅的股東虧損。
在股東沒有足夠的股份基礎且公司處
於虧損的狀況下，S corporation的股
東份額的虧損不可以抵消其他需納稅
收入。這個虧損就如同是股票買賣虧
損。虧損是壞事情且不可以抵當年的
稅，但好的一面是可以抵將來的盈利
，以此降低將來的稅務壓力。所以虧
損也是一種無形的省稅利器，要好好

保存。S corporation的股東需要想辦
法增加其股份基礎，以保存未能抵稅
的股東虧損。這個期限也是兩年。

3. 在公司的轉換過程中還會涉
及到公司的記賬方式的轉變，收付現
實製（Cash Basis）和權責發生製
（Accrual Basis）的轉換。如果公司
毛收入在公司轉換的前三年每一年都
高於兩千五百萬的話，公司必須由收
付現實製轉變成權責發生製。

最後提醒大家，S corporation的
稅務狀態一旦被停止，沒有國稅局的
特殊批準，公司在五年之內不可以再
選擇S corporation的稅務狀態。

總之，這種轉換比較復雜。轉換

時一定要慎重考慮，不要顧此失彼，
丟掉原有的稅務上的優勢。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
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咨詢者提供的
咨詢意見。謹誠會計師事務所不對任
何信息出現差錯或遺漏，以及因使用
該信息而獲得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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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是 胰
島 素 發 現 100 周
年——1921 年，加拿
大多倫多大學的班廷教
授和助理貝思特從狗的
胰臟中成功提取了胰島
素，第二年，胰島素
被成功應用於糖尿病
患者的臨床治療。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2

根據官方此前的解釋，藥品集中採購政策措施是官
方通過帶量採購，降低群眾藥費負擔，規範藥品

流通秩序，提高用藥安全。

醫學專家：胰島素作用關鍵
對於胰島素的重要性，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馮波

教授在第四屆進博會期間曾表示，“現在很多藥物都是
通過體內的胰島素去起作用。很多藥可以讓胰島素使用
的時間延長，但沒有一個藥能把胰島素趕下來，因為我
們體內就這一個降糖的激素”，時至今日，胰島素仍是
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之一，並一直不斷被改良和優
化。

根據國家組織藥品聯合採購辦公室此前發布的《全國
藥品集中採購文件（胰島素專項）（GY-YD2021-3）》，
此次胰島素國採品種包括餐時人胰島素、基礎人胰島素、
預混人胰島素、餐時胰島素類似物、基礎胰島素類似物、
預混胰島素類似物，共6個採購組。各採購組符合申報資
格的企業按報價單元進行申報，報價單元共11個。

一名醫藥行業分析師表示，由於糖尿病患者基數很
大，且胰島素是糖尿病治療的重要藥物，涉及到民生問
題，國家有動力將用藥費用降低，預計此次國採價格競
爭會比較激烈。

胰島素共三代 二代佔最多
胰島素從來源可以分為動物胰島素、重組人胰島素和

胰島素類似物，也可以稱之為一代胰島素、二代胰島素和
三代胰島素。根據胰島素的作用時間不同，又分為超短效
胰島素、短效胰島素、中效胰島素、長效胰島素及預混胰
島素五類。

根據東莞證券研報分析，此次國採的81個品種，
具體來看，二代胰島素有43個，佔比53%，三代胰島
素38個，佔比47%，品種數量最多的是預混人胰島素
產品組（有18個品種），最少的是基礎胰島素和預混
胰島素類似物兩個產品組，都只有12個品種。從企業
角度看，本土與外企基本持平，本土41個，外企40
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

道，第六批全國藥品集中採購（下稱

“國採”）26日將在上海開標，今次國採

瞄準的是糖尿病治療藥物胰島素，這是生物

藥首次進入國採。公開資料顯示，中國是

“糖尿病大國”，根據最新的流調數據顯

示，中國糖尿病患者達到1.29億，佔中國

總人口的10%左右。從全球來看，中國的

糖尿病患者佔全世界糖尿病患者的四分之

一。參考此前幾批國採，在保證質量的前提

下降價始終是國採的目標。對於患者來說，

降價無疑是好消息。

●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降價始終是國採的目

標。圖為今年早前國採開標場地外。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24日，暨南大學醫學部生物醫學轉化研
究院尹芝南教授團隊在Nature雜誌在線發表
了題為“IL-27 signaling promotes adipocyte
thermogenesis and energy expenditure”的研究
論文，突破了傳統觀念中白細胞介素 IL-27
專一性調節免疫系統的認知，首次發現IL-27
可以直接靶向並促進脂肪細胞棕色化和產
熱，通過燃燒脂質以減輕肥胖和改善二型糖
尿病。

這意味着，尹芝南教授團隊首次發現IL-27
可以激活脂肪細胞產熱蛋白（UCP1）表達，可
燃燒卡路里。該發現也為二型糖尿病以及肥胖

治療帶來新希望。
據悉，脂肪細胞根據其形態、代謝、部

位和發育劃分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和米色
脂肪。白色脂肪主要分布在體內皮下組織和
內臟周圍，其功能是將體內過剩的能量儲存
起來，以供機體在需要時使用，也是肥胖
“真兇”；棕色脂肪主要分布在人體肩胛骨
間、頸背部、腋窩、縱膈及腎臟周圍，含有
大量線粒體，具有燃燒脂肪和產熱的功能；
米色脂肪主要分布在白色脂肪組織中的一些
祖母細胞和白色細胞內，也具有燃燒脂肪和
產熱的功能。因此，不是所有的脂肪細胞都
是壞的，把壞的脂肪細胞變為好的脂肪細胞

才是明智的選擇。

安全性良好 應用潛力大
尹芝南教授表示，不久的將來，IL-27不

僅可以幫助民眾保持完美身材，更加能夠在不
用節食的情況下改善二型糖尿病，燃燒脂肪，
減輕體重，是從機制上改善胰島素信號的敏感
性。作為該研究論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暨南大
學附屬珠海市人民醫院的王倩說，該研究為肥
胖及其相關代謝性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新的靶點
和潛力藥物，而IL-27作為體內正常表達的分
子，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因而具有巨大的臨床
應用潛力和市場價值。

暨大團隊破減脂密碼 有望改善二型糖尿病

來源：澎湃新聞
●●胰島素是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之一胰島素是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之一。。圖為山圖為山
東一間衞生院內東一間衞生院內，，工作人員在取藥工作人員在取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醫藥業者：國家有動力降費 料競價激烈

胰島素首入國採胰島素首入國採
糖友可盼平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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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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港維港11號號

啟德第4B區4號

佳兆業及海航系近年轉讓官地記錄一覽
地盤位置

啟德第4B區4號

屯門第48區青山公
路青山灣段住宅地
啟德第4B區4號
啟德第1L區2號
啟德第1L區1號
啟德第1L區3號、
第1K區3號
*其後佳兆業入股，持有項目50%股權 製表：記者 顏倫樂

地價（港元）

70.4億元

35億元

89.07億元
74.405億元
55.297億元

逾142.49億元

成交日期

7/2020

1/2020

11/2018
3/2017
1/2017
11/2016
12/2016

轉讓日期

11/2021

11/2021

7/2020
2/2019
3/2018

2/2018

易手價（港元）

79.48億元

37.7億元

70.4億元
68.89億元
63.6億元

約159.6億元

原業主
商人陳壯榮、
佳兆業

佳兆業

高銀金融
海航系
海航系

海航系

買家
遠東發展、新世界
發展
旭日國際集團主席
蔡志明
商人陳壯榮*
會德豐
會德豐

恒地

◀ ◀

深陷債務
危機的佳兆業，
近期連環出售香
港資產減債。左
圖為啟德發展區
跑道區。

資料圖片

中 國 經 濟 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周文超

海航翻版 佳兆業賣啟德地減債
遠東與新世界79.48億接貨 仍低過高銀中標價

深陷債務危機的佳兆業，

近期連環出售香港資產減債，

情況十足海航翻版。繼早前傳

出售屯門住宅地予“玩具大

王”蔡志明後，25日再以79.48

億元（港元，下同）出售啟德

第4B區4號住宅地予遠東發展

與新世界合組的財團，以項目

可建樓面約57.47萬方呎計，每

方呎樓面地價約1.38萬元，較

佳兆業的買入呎價約 1.22 萬

元，高近13%，換言之佳兆業

及相關人士賬面賺約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佳兆業因債務問題，近期連環出售香港資
產，本月中已傳出售屯門第48區青山公路

青山灣段住宅地，可建樓面58.28萬方呎，涉及
37.7億元，買家為有“玩具大王”之稱的旭日國
際集團主席蔡志明。不過賣產之路未完，25日
遠東發展開市前公布，與新世界成立合營公司，
收購由商人陳壯榮及佳兆業集團各持有50%權益
的迅富國際全部股權（該公司持有啟德第4B區4
號住宅地）。

遠東新世界將各佔一半股權
公告指，今次交易的代價為79.48億元，減

去截至完成時於2020年融資協議下未償還本金
額30.52億元，及減去待售貸款代價及以代價
12.31億元接受待售貸款轉讓。完成後，迅富國
際將由合營公司全資擁有，而合營公司由遠東與
新世界各佔一半股權。

啟德第4B區4號地皮可建樓面約574,733方
呎，以今次易手價計算，每方呎樓面地價約
13,829元。根據目標公司經審核財務報表，該物

業截至6月30日開發中之該物業的經審核價值約
為97.86億元。遠東指，物業可補充集團在港土
地儲備，預期新世界發展及遠東將向合營公司提
供股東貸款以為收購事項提供資金，遠東計劃以
內部資源撥付資本承擔及提供可能擔保之按比例
份額。

啟德第4B區4號住宅地位於啟德跑道區，
望向觀塘區市景，附近為早前已開價之中海外維
港1號。地皮經多次易手，最早由高銀金融於
2018年11月以逾89.07億元投得，當時每呎樓面
地價1.55萬元，被形容為爆冷中標，皆因高銀當
時擊敗的6家財團都相當有實力，包括已於跑道
區投得多幅土地的、由會德豐地產及新世界等合
資的超級財團組合。

其後高銀出現財政問題，地皮於去年7月以
70.4億元“蝕讓價”出售予內地商人陳壯榮，較
當日中標價錢大跌20%。由於陳壯榮一直被指與
佳兆業關係密切，香港文匯報亦曾報道佳兆業屬
幕後買家，但直至今年3月份佳兆業才向媒體確
認已入股此幅地皮，與陳壯榮各持有地皮50%業

權。不過地皮難逃再次易手的命運，最後輾轉再
次落入當日無法中標的新世界之手。

海航系財困盡沽啟德4地
事實上，啟德一帶已非首次出現土地易手，

其中海航系公司曾於2016至2017年，豪斥272
億元投得4幅啟德住宅地，但其後財政壓力下，
在2018至2019年間悉數出售四幅土地予恒地及
會德豐。目前啟德一帶土地，由曾經中資大量投
資的局面，已改為絕大部分土地由港資發展，中
資身影只餘下已扎根香港多年的中海外。

值得留意，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與遠東發
展主席邱達昌早已有合作前科，例如2017年合
作收購有線電視，而佳兆業主席郭英成與新世界
鄭氏家族則早已認識，2009年佳兆業上市時，
新世界鄭裕彤便為基礎投資者，情況一如早前佳
兆業將屯門地皮出售予友好蔡志明，今次亦是由
朋友出手相助解困。

佳兆業25日復牌，早上高開兩成，收報
1.15元，全日升13.8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香港
證監會25日舉行“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
融中心：未來發展及監管議程”論壇，證
監會主席雷添良在論壇上表示，證監會一
直關注內房情況，不斷檢視相關風險，曾
對此有進行過壓力測試，強調現時內房的
風險可控。該會副行政總裁兼中介機構部
執行董事梁鳳儀補充說，相信內房不會出
現系統性風險，該會恒常監察及檢視持牌
機構在有關內房的孖展借貸，與股價波動
所造成的影響、債券銷售情況，對持牌公
司擁有內房債券的潛在風險也有所掌握。

內房股債務問題近月困擾港股市場，
梁鳳儀認為，內房債高收益同時有着高風
險，需向市場充分披露有關風險，但她了
解，恒大債券當中約九成，是銷售給專業
投資者。至於佳兆業旗下的佳兆業證券，
早前要求內地客戶“清倉”，並且停收內
地新客，梁鳳儀表示做法屬商業決定，該
公司亦有提供足夠時間讓投資者轉戶。

另外，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在
會上提及中美關係，他認為中美兩國關係
越趨緊張，美國在部分層面正推動中美脫
鈎，並加強監管當地上市的中資企業，這
將導致部分中資企業轉到香港上市，相信
可加強本港在中國及國際資本市場的中介
人角色。據他了解，中央仍希望中資企業
到境外上市，因到海外上市也有其好處。

加強推廣人民幣計價產品
“互聯互通”方面，證監會市場監察

部執行董事梁仲賢表示，未來“互聯互
通”會從風險管理、人民幣計價產品兩大
方向豐富。香港一直歡迎發行人、金融機
構推出人民幣計價產品，但市場目前只有
少量產品，故當局會加強推廣。滬、深、
港通發展7年以來，國際和香港投資者累計
持有約1.5萬億元人民幣，北向交易持續擴
大，7月至今相關的日均成交額相當於港股
成交約62%，他形容北向交易已是香港本
土市場的一部分。梁仲賢並透露短期內將
交代發行人民幣產品的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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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證監會25日舉行論壇。雷添良（右四）指
出，證監會一直關注內房情況，不斷檢視相關風險，
曾對此有進行過壓力測試。 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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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行政院會銜司法院日前提出了民法親屬編中有關
贍養費部分的修法草案，婦女新知指出，院版草案的贍養費請求
要件仍過於嚴格，不僅未符現代婚姻弱勢配偶的需求、亦無法解
決現代婦女離婚後復歸職場的困境。

院版草案將贍養費視為 「扶養義務之延伸」、維持嚴苛門檻
，限於 「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難」的弱勢配偶方得請求贍養費，
婦女新知認為，恐有矮化請求贍養費的離婚女性為弱者疑慮。

針對此次民法親屬編的院版草案，婦女新知基金會提出五項
修正方向， 「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難」之請求要件過於嚴格，實
務上請求成功的案件過少； 「婚姻存續期間未滿兩年」不應作為
減輕或免除贍養義務之要件； 「贍養費給付之程度，應依贍養權
利人之需要狀況及贍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定之」規定不夠明確。

婦女新知指出，贍養權利人 「再婚」不應作為贍養費請求權
的消滅事由；贍養費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參酌剩餘財產分配制度

縮減為兩年，儘早畫下婚姻糾紛之休止符。
婦女新知認為，縱使弱勢配偶未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難，但

復歸職場的道路仍漫漫無期，特別是女性在 「愛的勞動」下時常
選擇婚姻、犧牲自己的職涯發展，贍養義務人應一同承擔經濟風
險，將贍養費制度定位為 「婚姻補償金」。

（ 中 央 社 ） 非 洲 波 札 那 近 日 出 現 新 變 異 株
「B.1.1.529」，可能被命名為 「Nu」，由於S蛋白上有

高達32個突變，因此英專家認為傳染力恐勝Delta。對
此，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表示，這次好像不是狼來
了！此變異株是否有更高的傳染力、更容易引發重症，
其實尚未定論，但初步看來，它可能在南非部分地區成
為主流病毒株了，因此也許比 「Delta plus」更值得擔心
一些。

林氏璧今在臉書發文表示，這次好像不是狼來了！
近日非洲波札那出現新的變異株 「B.1.1.529」在 11 月
22日上傳到GISAID資料庫，之前的數字是僅在3國驗
出10例，包括一個從南非到香港的境外移入，不過，
南非約翰尼斯堡所在的豪登省看來案例正在增多，12至
20日蒐集的77例病毒定序，結果都是 「B.1.1.529」。

林氏璧指出，這個變種病毒的S蛋白上面，有高達
32個突變，比Delta多了一倍，且許多突變是在Delta和
Alpha上已經證實和免疫逃逸或傳染力增加相關的（包
括Alpha的N501Y，Delta的P681R，Beta的K417N等等
）。英國已快速將其定為值得關注的變異株（Variant

under Investigation），且為了預防病毒傳播，已停飛多
個非洲入境英國的航班，甚至還有英國專家說 「這可能
是我們見過最糟的變異株！」

林氏璧也說，對於這個變異株是否會有更高的傳染
力、更容易引發重症，是否會讓疫苗失效，其實都還沒
有定論。對此，他認為這個變異株也許比 「Delta plus」
更值得擔心一些，因為初步資料看來，它可能在南非部
分地區成為主流病毒株了。

林氏璧坦言，而英國開第一槍禁航的狀況與去年似
曾相識，去年12月英國宣布Alpha變異株後，全世界幾
乎都對英國禁航，真的是沒完沒了呢！不過，基因突變
多不一定真的會有加成的影響，但令人擔心的是否疫苗
、單株抗體會對其失效，這些都需要更多研究來證實。

林氏璧表示，初步顯示目前的PCR檢測還是可以
偵測到這個變異株，所以應該不會有漏掉的問題，而這
些資訊應該也會很快繼續更新，也許等世界衛生組織
（WHO）周五開完會後，會有更多的資訊出來，值得
大家繼續關注。

Nu變種病毒是大魔王？
前台大醫示警：這次可能玩真的

（中央社）第 15 輪接種昨（25 日）開打，同時也是開放
「非平台預約混打」首日，就創下31.9萬劑接種佳績，其中以

BNT第二劑接種最多。而歐盟正研擬推出一致標準，明年夏季
起要打過第三劑才可以出國，至於國內最快何時可打第三劑？疫
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打過疫苗6個月之後就有可能性
」。

對於歐盟將祭出第三劑出境規範，陳時中表示不意外，因為
歐洲疫情起起伏伏，他們把很多希望押在疫苗上，因此對疫苗接

種嚴格要求，是可以想像的；至於國內第三劑規劃最快何時開打
，他表示打過疫苗6個月之後就有可能性，不過還是要待專家討
論後做整體規劃。

因應國際間出現新變異株，是否會加速國內第三劑接種？陳
時中表示，打第三劑是因為抗體在一段時間後可能降低，因此需
要補打，而不是針對新的變種病毒，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但陳時中也藉此呼籲，還沒打疫苗的要盡快，目前疫苗是足
夠的，而且接種可近性提高，請有預約的民眾就照時間施打，沒

有預約的人，也可以就近來施打。
昨（25日）疫苗接種共31萬9015劑，其中以BNT第二劑接

種最多，共24萬8646劑；目前國內疫苗涵蓋率第1劑為77.46％
，第2劑為51.75％。

另外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說明，昨天新增通報68例新冠
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其中包含4例死亡，分別為2例接種AZ、
1例接種莫德納、1例接種高端。目前國內累計1139例新冠疫苗
接種後死亡之不良事件。

（中央社）台中市土地寸土寸金，市區停
車格更一位難求，市議員26日在交通地政委會
會質疑， 「大樓比較高級嗎？四周都不能畫停
車位，反而店家門前被畫到無法進出」，還有
民眾住家前被畫停車格，從早停到晚，進出不
便，連向市府申請塗銷困很困難。交通局長葉
昭甫說，大樓畫設停車格，將都發局討論涉及
建築線問題，至於住宅前畫設停車格也會注意
出入動線。

台中市議會今日舉行交通地政委員會審查
，藍綠議員都關切停車位不足問題，市議員陳

淑華表示，很多路邊空間不畫停車格，連逢甲
商圈周邊停車位都不敷使用，捷運沿線的停車
規畫都未見交通局提出，要求交通局議會報告
台中市的停車場現況與未來計畫。

市議員張滄沂指出，全市廿九區中，只有
霧峰未設公立大型停車場，建議盡速撥用國有
土地規畫停車場，以霧峰當地有商圈與林家花
園竟無停車場，如來引來人潮。

市議員何文海為店家發聲，強調很多店家
門口被畫滿停車格，出入不便，連客人都無法
上門購物，叫苦連天。

市議員劉士州說，有的大樓憂心破壞美觀
，大樓周遭都畫禁停車，反而機車停在行人道
。

市議員謝明源表示，停車嚴重不足，停車
基金如何開闢停車位？應從學校挖地下停車場
，主動從學校、公園、公有閒置土地開始建停
車場。

議員針對路邊停車格次要道路增加汽機車
停車場表示，台中市動工十多場停車場，鼓勵
民眾參與鼓勵民間閒置土地，停車場應蓋在實
際有需求的地方。

交通局長葉昭甫指出，在周邊大樓畫設停
車格，要研議合理規範，目前台中市汽車格共
14萬5471格、機車格共14萬7672格，交通局將
持續滾動檢討路邊畫設停車格，增加供給量。

此外，為解決市民停車需求，市府正興建
23場路外停車場，完工後將可再增加汽車格約
5600格，機車格約5000格，持續以 「路外為主
、路邊為輔」的停車政策，提供臨時停車空間
，同時促進社會經濟活動，提升地區經濟發展
。

國內第三劑最快何時打？陳時中說這時間有可能

婦團籲：贍養費應補償婚姻貢獻就業力減損

店家被畫滿停車格阻客源
中市議員批：難道大樓較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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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苗栗縣三義鄉火炎山因疫情影響，意外
成為國內最夯的淺山，每逢假日都有大批山友來此聚會
，新竹林管處27日在火炎山舉辦一場戶外森山派對活
動，安排多項趣味活動，讓大家更認識火炎出保安林生
態，並參與淨山行動，體驗當地最純樸的奉茶文化。

三義火炎山是國內著名 「台灣版大峽谷」，曾獲網
路票選 「台灣百大必訪步道」第1名，但多數民眾並不
知道，火炎山中可見的翠綠森林，就是 「保安林」，能
防止脆弱的土砂崩落，維護遊客與山下居民的安全。新
竹林管處表示，保安林一直都存在於人們的社區或休閒
活動範圍附近，有許多重要的生態服務價值，更守護民
眾遊憩的環境與生活的家園。

林務局指出， 「保安林」就是自然界的 「森林護衛
隊」，每一座保安林都有它保護的對象，全台約有47
萬公頃保安林，占全島森林面積22％，不僅守護在地居
民安全，更是國土生態綠網建置的重要棲地，也是綠色

網絡的重要廊道，鏈結臺灣淺山、平原、濕地及海岸間
的自然生態系。

新竹林管處為拉近民眾與保安林的距離，27日在火
炎山舉辦戶外森山派對，民眾可自由參與互動遊戲，如
抽保安林籤詩、保安林九宮格投球，及保安林自然體驗
探索，認識火炎山保安林生態。沿途可參與淨山健行，
並透過趣味遊戲體驗 「無痕山林」的精神，及在地火炎
山登山協會的奉茶文化。

另外還可事先報名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秘境導覽，欣
賞獨特地景與植群，及稀有珍貴的大地生態。活動適合
全家或與好友同遊，開啟感官體驗山海的美好，一起關
心守護保安林。

抓住秋天的尾巴，現在走進山林正是時候，讓火炎
山的壯麗地景與保安林的環繞綠意，放鬆你的身心，創
造與家人朋友們的保安林回憶！

新竹林管處火炎山戶外森山派對新竹林管處火炎山戶外森山派對

狂推多項趣味活動狂推多項趣味活動

讓人民身在台中感覺安心 中警公布除暴專案成果
（中央社）因瑪莎拉蒂車禍毆人案件，台中警方自辦 「除暴

安民專案」，自本月15日起迄今，計查緝治平案件8件69人，
販賣毒品10件11人，詐欺車手集團3件10人，槍枝4件4人，博
弈機房4處22人，地下錢莊8件9人，26日開記者會說明展現除
暴績效，副市長陳子敬說，要讓人民覺得身在台中市感覺安心。

在台中市警察局副局長鄧學鑫的帶領下，第五分局偵查隊隊
長關勝男、東勢分局偵查隊隊長陳宗凱、清水分局偵查隊副隊長
陳建法等人出席記者會，針對打擊犯罪、掃蕩暴力的成果，一一
說明。

近日警方掃蕩2580博弈集團犯罪組織，經刑警大隊運用科
技偵防平台進行大數據分析結果，比對出以徐嫌為首之水房集團
涉嫌參與博弈洗錢，經快速追查確認機房位置及成員落腳地點，
破獲水房集團及 「3○娛樂城」、 「大○娛樂城」博弈機房2團

，共計查緝13人到案，並查扣手機45支、電腦主機17台、SIM
卡、U盾、點鈔機、監視器、網路分享器、防火牆、交換器、帳
冊等，不法所得現金89萬元。

另台中市警第五分局偵破，吳姓犯嫌夥同竹聯幫獅堂成員的
蔡姓犯嫌，共組暴力集團，組織成員以販毒牟利，以吳姓被害人
竊取客戶資料，造成集團百萬損失為由強押被害人，並將被害人
限制自由及實施毆打、凌虐等暴行，脅迫被害人簽立128萬元借
據及本票。

警方續指，期間多次轉移被害人監禁地點，要挾被害人家屬
支付128萬元贖金。共計查獲犯嫌8名，扣得折疊刀2支、空氣
槍2把、鎮暴槍1把、子彈4顆、手銬及腳鐐各1付及毒品咖啡包
179包及愷他命1包等證物，不僅破獲暴力組織，瓦解販毒集團
。

除此之外，清水分局破獲陳嫌為首之暴力集團，陳嫌為鞏固
並壯大聲勢廣收成員小弟，常藉細故夥同成員向多名被害人討債
，被害人若不從便強押、毆打或恐嚇就範，計查獲犯嫌15名，
扣得安非他命2包、鐵管1支、空氣槍1把及玩具槍1把等施暴證
物。

另東勢分局破獲暴力集團，以吳姓犯嫌為首犯罪集團，其成
員與被害人有口角糾紛，透過社群通訊軟體，糾眾在東勢區向陳
姓被害人等人施暴、毆打，並砸毀被害人車輛，共計查獲犯嫌22
名，並起獲高爾夫球桿3支及鐵棍1支等物。

警方指出，針對街頭暴力案件警察局必定依刑法第149、150
條妨害秩序罪強勢執法，現場滋事分子依現行犯逕行逮捕依法究
辦，並清查暴力分子背景及幕後組織予以檢肅及斷其金流，只要
在本市逞兇犯案，絕不放過，嚴查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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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近年來領館對認證文件的要求越
來越嚴格，申請人稍有不慎，就會導
致文件被退件，甚至影響到州政府和
國務院的認證也有作廢的風險，前功
盡棄。請大家辦理的時候特別註意以
下幾個方面：

一、格式不對，導致拒收
《委托書》和《聲明書》都有固

定格式。《委托書》應包含以下基本
要素：委托人及受托人基本情況，委
托原因、委托事項、委托權限、委托
期限、受托人可否轉委托。必須特別
指出，委托期限一般不超過5年。從
2018年起，領館要求有明確的委托截
止日期，不再接受“委托期限：到上
述委托事宜辦妥為止”的表述。如果
準備的文書缺少以上要素，就會被拒
收。

二、真實性存疑，導致拒收
為保證文書真實性，領館拒絕接

受有錯別字或私自塗改的文書。
三、公證詞不當，導致拒收
有些申請人提供的文書只有美國

公證員的蓋章簽字，沒有規範的公證
詞（Acknowledgements），而導致
文件拒收。

四、文書不完整，導致拒收
按規定，當文書超過兩頁時需蓋

騎縫章以體現文書完整性。如果沒有
，文件可能被拒收。請特別註意：拿
到州政府或國務院的認證後，復印時
絕對不可以拆開訂書釘再重新裝訂！
因為一旦拆開，領館將質疑文書的完
整性。

五、文件內容混亂，導致拒收
有些申請人將多份不同類型的文

件裝訂成一份文件認證。比如《委托
書》中有《聲明書》，或在《委托書
》後面附上護照、綠卡、駕照或房產
證、護照、身份證等各種證件復印件
，這種情況一般不被允許。國內主管
部門已明確要求當事人將文件分開辦
理認證。

正確做法是：《委托書》單獨做
一份認證，《聲明書》單獨做一份認
證。國外出具的身份證件（如美國護
照）單獨做一份認證，用於身份證明
。國內各部門出具的材料(如房產證、
身份證，出生證等），領館不予認證

。
六、時間過長，導致拒收
如果公證日期或第一級政府認證

日期到遞交領館日期超過6個月，領
館一般不予認證。另外，當州務卿更
換超過一段時間後後，前一任州務卿
的簽字認證的文件領館也不再認證。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

請人可在遞交綠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
同時申請社安號。移民局批準綠卡後
，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到社會安全局
，申請人可以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
申請的舟車勞頓。

2. 美國移民局最近為今年的
H1b工作簽證進行了第三次抽簽。雖
然2021年3月30日移民局就已經發
布消息，表示已經收到了足夠數量的
電子註冊申請，今年的H-1B名額已
經用完，但是顯然，第一二次抽簽結
束後，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沒有達到本
財年的名額上限，所以進行了第三次
抽簽。

3.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的消息，2021和2022財政年度的職
業移民名額有望翻倍。這將大大緩解
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面。

4.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
自2021年5月17日起，將暫停部分
I-539申請的打指模要求，包括延期
或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
經提交的但到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
模預約通知的申請以及在5月17日當
天和以後提交的申請。自2021年5月
17日起，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
的打指模費用。

5. 隨著拜登總統入主白宮，移
民政策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
幾個方面： 恢復DACA。取消穆斯林
國家的旅行禁令。國土安全部將與其
他機構合作，製定最能保護美國人民
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移民執
法政策。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
。在美國生活多年的利比裏亞人將被
允許在美國停留更長時間。為1100
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的渠道。各

類移民和非移民簽證的速度和批準率
在拜登入主白宮後有顯著的改善。

6.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
急劇增加，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
民局工作人員健康安全而導致的人員
減少，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大大延遲
。甚至出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
還沒有收到收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
在收到申請後，會初步審核一下申請
文件。 如果正確提交了表格，支票和
相關證明材料，一般會在30天內收到
書面的收據通知。如果您交的表格、
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不完整或不正確
，會收到退件通知，被視為沒有按時
正確的遞交申請。

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
領事館在2020年7月下旬突然關閉，
原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位
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
接管。認證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
大的變化。

8.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
總統2020年4月22日頒布的法案。6
月份頒布的法案也已經過期。2020年
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簽署移民
暫停法案。法案主要內容包括：美國
暫停發放以下移民簽證六十天：抽簽
移民簽證；職業移民簽證；公民申請
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簽證；綠卡申
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6月22日
周一下午，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統令
，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四月份簽發的
總統移民禁令延長到年底；暫停境外
的H1B、H4、L1、L2、J1、J2簽證
的發放；要求製定法規使H1B、EB2
、EB3的申請不影響美國工人；境內
H1B、H4、L1、L2、J1、J2的延期
和雇主轉換暫時不受影響；護照上有
相關有效簽證者和持有回美證的人士
不受影響。

9.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
國務院做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
月1日到2021年9月30日之間所發
出 的 所 有 補 件 (RFE), 拒 絕 意 向 書
(NOID),N14,和上訴（290B）的回復
，在原有的截止日期基礎上，給予60
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 2020 年 3 月

20日起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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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
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領館認證的常見錯誤領館認證的常見錯誤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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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

裡向你們所定的旨

意。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

400 年前，英國一批清教徒，搭乘「五

月花號」船，抵達美國東岸後，因水土不服，

102 名新移民病死不少。

第二年幸得印地安土著的協助，種植成

功，也安頓下來。

1621年冬，清教徒為感念神及人的恩情，

特別邀請土著一同吃火雞歡慶。

這習俗一直沿襲下來，至 1863 年，林肯

總統宣布為國定假日後，每年 11 月第 4 個禮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吳淑芬見證

黃明鎮牧師

◎白 衣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氏四姐妹同日受浸禮。由周武籐牧師暨劉

美牧師主持施洗。

11-25 (星期四)
早上10:00去西南國語教會參加感恩節

禮拜，我們一起來為2021獻上感謝！

感恩崇拜中有好聽的詩歌，吳淑芬、

閻華、郭英惠三位姐妹激勵人心的生命見

證，和小組分享！ 一起來遇見神！

上午10am-12:30pm做完感恩禮拜，

弟兄姐妹分組交流、彼此分享、禱告結束

後，我和小淑姐妹、宓麥蘭姐妹、張西門

弟兄、匡琳姐妹應邀去迎主教會周劉美

師母周武籐牧師家包水餃吃，一起過感恩

節。

◎感恩節友人來信
師母，感恩節快樂！謝謝您在主裡的

殷勤事奉，成為我生命中的榜樣，激勵我

如何愛人，關心人，也讓我明白什麼叫"信
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願主賜福滿滿。

師母，您收到Weee送的一箱黃色奇異

果了嗎？感恩節表達我們的一點心意。           
～～美蘭/海灣華人教會

◎回覆美蘭信：
1. 感謝美蘭/韓松你們夫婦的愛心啊！

剛剛去大門外看到一大盒奇異果，收到

了。

我會分享你們送的奇異果主日帶給小

淑，週六送些給周牧師師母共享。今天感

恩禮拜完，1pm我帶小淑，匡琳應邀去周

牧師師母家吃水餃，交通分享到下午4pm
多才回家，我現在在聽于宏潔牧師證道。

也要趕緊寫思牡札記，晚睡前要交稿給美

南日報福音版編輯。

2. 潘師母：感恩主耶穌的恩惠！上週

我們夫婦去看過在伊利諾州春田市98歲體

弱的道牧師，道路得師母已於今年8月底

回天家（與潘牧師再次在天家見面了）。

妳保重！主要繼續用妳！

～～劉少青/New Heaven

1 9 8 4  年的11
月因著信，先買機

票，才去領去美簽

證，筆者於感恩節

搭機自台灣移民來

美，首站抵達芝加哥國際機場。外子潘牧

師來接機。一轉眼住在美國已達37年，我

也算是老美、老華僑了！筆者很適應這裡

風土人情，也很喜愛中外美食；最寶貴的

是與外子同心藉著在紐約水牛城華人教

會、休士頓西南國語教會、第一教會、海

灣華人教會、康福華人教會、維多利亞以

勒團契、西北華人浸信會教會等的事奉，

我們認識許多來自無論中國、台灣、香

港、馬來西亞、印尼等遠東來美讀書或工

作、來探親或來治病的華人，我們因著

愛，用主耶穌的愛與眼光看事與真心愛這

些小羊、老羊、山羊、綿羊、黑羊、白

羊，我們成為朋友，如師亦友，我們效法

耶穌基督作好牧人。

1998年感恩節筆者的母親因為身體欠

安，生病住院。筆者回台探親，陪伴母親

在醫院渡過感恩節，印象深刻。沒有忙

碌，只有安靜休息。

2016年11月中外子潘牧師因為便血，

感恩節當天中午送去西南荷門紀念醫院

看急診住院，外子驗血糖高至420，真嚇

人，照胃鏡檢查出來發現是腸出血（醫師

說已止血，只看見腸子上有小洞，電燒就

好，沒需要開刀），兩個眼睛眼底先後也

出血，住院前兩天我已給外子先服用雲南

白藥，三七粉，一天三次，一次兩顆膠

囊，用溫水送服，故檢查時醫生說腸子沒

有出血了。眼睛出血，我也是給外子服用

雲南白藥，有效喔！眼醫生事後再檢查，

他說潘牧師兩個眼睛沒有出血了。感謝天

父憐憫恩待外子，一年漸漸恢復健康。

生病一場讓我們學會「節制」的功

課，知道如何愛自己。有健康的身體，才

能說為主耶穌做這做那！共勉之！

11-22 (星期一)
上午10時筆者参加休士頓華人教牧同

工聯禱會。

下午4pm思牡應邀去迎主教會參加金

感恩節三三事

【因耶穌的愛心】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有一次開車看見一位年輕的媽媽抱著

小孩在賣花，突然勾起自己三母子走過那

相依為命的艱辛歲月，便搖窗買下這束花。

聖經説：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

的人要同哭。在困境中不是上帝忘了你而

是當你走過這段路才更能去體會別人祝福

他人，才能更清楚的明白耶穌的愛何等長濶

高深。因為沙灘上留下的是主耶穌的腳印，

祂背著我走每一段困難路。

五年前耶穌將我託付給一個愛主的男

人，我再婚了。我們彼此都經歷過婚姻的背

叛與傷痛，我們的兒女都有不健全的成長

過程，這段婚姻讓我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當我們決定結婚時彼此有一個約定，

如果我和 Chip 都這麼不可愛，主耶穌仍然

那麼愛我們，那我們就如此愛家中每個成

員，我們彼此都有許多臭毛病，但主卻一再

包容我們，那我們也要像主包容我一樣去

包容每個人。在這約定中開始了 Smith’s 
family。    

我不知道怎樣做一個後媽，更不用說

一個稱職的後媽，我只知道我曾那麼心疼

自己的兒子成長在不完整的家庭，曾遺憾

沒能給他們平順的成長環境，想著他們便

也心疼 Chip 的兩個女兒。文化背景的差異，

語言的不同，我無法為他們做太多，在他

們遇煩心事時，我只能給她們擁抱並告訴

他們我會為他禱告，明天會更好。

去年我生日時，小女兒送我一張卡片

並親自用中文在封面上寫了媽媽二字，大女

兒也常常將她旅遊或生活中的照片傳給我

看，二人更三不五時發個簡訊來只有簡單三

字 I love you 或 I miss you 。但對我卻有無

比的意義與感動。主耶穌垂聽了我的禱告，

這五年主的愛改變了四個孩子，他們變得自

信，開朗及對家庭互動的熱情。

因耶穌的愛，兩個破碎的家庭合成一

個有愛的家庭，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感

謝教會讓我在愛的大家庭中成長，感謝弟兄

姊妹一路的陪伴、鼓勵及代禱，最最要感謝

的是主耶穌賜我一個幸福的家庭，現在我很

幸福，我幸福因祂愛。

包水餃慶祝感恩節，左起 :宓姐妹，周劉美
師母，張弟兄，周武籐牧師，匡琳，小淑。

我們感恩，

因祂常率領我們

在基督裏誇勝，

讓我們經歷在苦

難中得盼望；在

傷心時得安慰；

在缺乏時得供應；

在危險中得保護；

在得勝時不驕傲、

在失敗時不氣餒 !       
「我將這些

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11/25/21 英文每日金句 :
But thanks be to God, who gives us 

the victory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I 
Corinthians 15:57

感謝神，使我們借著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得勝！哥林多前書 15:57
11/25/21 金玉良言 :
“生活就是一面鏡子，你笑，它也笑；

你哭，它也哭。” -- 英國作家薩克雷

懂得感恩是你工作前進的最大動力，

感恩的心將賜予你燦爛的陽光；不懂得感

恩，只知一味地怨天尤人，最終可能一無

所成！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感 ♥恩 ♥的 ♥心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拜四，就成了美國的感恩節。

台灣雖無感恩節，但那首「感恩的心」

卻風靡全國。心動也要行動，寫卡片，打電話，

聚餐，都能表達感恩之意。

　郭文仁牧師

金氏四姐妹受洗

我們在十一月廿五日歡度了感恩節，

這是一個數算恩典的時候，也是一個分享

的節慶。

感恩節是數算上帝的恩典、也是想念

人對我們幫助的時刻。

人的心若不知感恩，生命就會失去許

多的喜樂，當你回想過去，比較今日，你

我一定會有很多值得向上帝感恩的事。體

察神的恩典，就當向神感恩。不向神感恩，

不是沒有得到神的恩典，而是忘恩負義，

這樣就虧欠了神。

感恩的心可以醫治自私，感恩的心可

以醫治抱怨，

感恩的心可以醫治傷

害，感恩的心可以醫治絕望。

感恩的心可以生出快

樂，感恩的心可以生出滿足，

感恩的心可以生出動

力，感恩的心可以生出平安，

感恩的心可以生出喜

樂，感恩的心可以生出友誼，

感恩的心可以生出感

恩，感恩的心可以生出愛心。

得到神的恩典的人，就

要善待別人。不善待別人的

人，是自私自利的人，同樣也

是忘恩負義，既虧欠了神，也

虧欠了人。神是愛，神有恩，

神賜福給我們，是要我們成為

流通的管道，而不是讓我們成

為死水一潭。

我們不要作死海，只流進去、不流出

來，�面沒有活著的生命之物；我們要作加

利利海，成為流進來，也流出去的人，給予

人生命的供應。

一個懂得感恩的人是一個積極的人，

一個懂得感恩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

一個懂得感恩的更是一個快樂的人。

詩 107：21-22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

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願他們以

感謝為祭獻給祂、歡呼述說祂的作為。

願你我作個常常感恩的人！

◎梁德舜牧師牧靈心語 數算恩典

吳淑芬與先生 Chip

感恩節宣言 （美國總统林肯 1863 年

10 月）

建立一個依靠全能上帝之心和謙卑痛

悔之靈是每個國家和個人當盡的責任；人

人應當存着這樣一個堅定的盼望與信念：

真誠的懺悔將會带来憐憫和宽恕；人人都

應當認識聖經裡所宣告的一個真理，也是

被歷史所證實的一個至高真理，就是：尊

崇上帝的國家必蒙祝福。我們都知道：按

照這位至高者神聖的律法，不管是國家還

是 d，我們都應當受到譴責與懲罰。難道我

們不相信這埸使土地荒凉、生命喪失的内

戰之災禍是對我們的壞作為之罪惡的懲罰

嗎？作為一個国家、一

個民族，我們應當悔改

在上帝面前。

我们曾经接受過来

自天上的豐盛祝福；我

们享受了多年的和平和

昌盛；我们在人数、财

富和國力上的增長都是

其他任何的国家所無法

相比的。然而，我们却

忘記了上帝。我们忘記

了那曾保守我们和平，

那使，我们人数加增，

又赐予我们财富与力量

的上帝，我们被心中的

虚假所欺骗，以為所有

的這些祝福都来自于咱自己超人的智慧和

美德。我们如此陶醉于不断的成功，沉迷于

自我满足，以致不再向那創造我们的上帝祈

禱。我認為我们應该做的是：全地美国人民

當以莊嚴、恭敬和感恩的心，同聲合一地承

認上帝的作為。因此，我懇請全美各地的每

一個公民，包括那些旅居海外的美國人，把

十一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四作為 " 感恩節 " 来
慶祝，讚美我们那住在天上的仁慈的天父。  
--- 亞伯拉罕 林肯 于 1863 年 10 月。

 當年的感恩節是十一月的最後一個禮

拜四，後來才改成第四個禮拜四。

一百六十年前林肯總統的感恩節宣告

俗語說：「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

意思是，二害取其輕，如果你認為教人責

打兒子是多管閒事，那麼教唆人離婚，破

壞他家庭，讓他們妻離子散，更害人不淺。

可是，從自由主義衍生出來的性解放

和新式教育法，偏偏教人離婚和放任孩子。

這樣不僅造成千千萬萬個家庭破裂，還培

養了一代又一代沒家教、不知禮法，成天

只講自由，不知自省，又不懂得負責任和

適度自約的年輕人。

如果說拆毀別人的家庭是壞事，那麼

憑他們的果子，認出他們
破壞千千萬萬個家庭及年輕人的品格，該當

何罪？

除非我們了解，上帝的道是為了救人，

魔鬼恰恰相反，從古到今一直想置人於死

地；否則，即使看到放任自由主義對社會、

家庭、個人，以至於腹中嬰孩所造成的傷

害，我們也不能看透它背後的靈。

主耶穌說：「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

認出他們來。」（馬太福音七 20）不須看

到根，看果子，就知道是甚麼樹。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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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深入了解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
前提

陈秀茹认为，付出爱是需要能力的

，“父母会爱才是真爱，真爱需要学习

”。她主张，父母需要先了解自己、了

解爱孩子的正确方式，还要了解孩子的

实际能力和个性特征，才能建立好的亲

子关系，有的放矢地帮助孩子成长。

错爱只会给孩子带来伤害。陈秀茹

列举了亲子间溺爱、缺爱、瞎爱等几种

错误的爱及其后果。溺爱体现为凡事包

办代替，对孩子没有原则和底线，导致

孩子不懂珍惜、能力缺失、没有责任心

等；缺爱即把物质满足当真爱，精神层

面缺少对孩子的关心、陪伴、理解和尊

重，导致孩子没有安全感，心灵情感孤

独；瞎爱即冷热不均的爱，父母根据自

己的情绪来决定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

没有规则可遵循。

陈秀茹特别指出，家庭不和谐、教

育外包、父母工作忙、自身不成熟等原

因，容易导致孩子缺爱，而真爱则是

“暖暖的爱”，“是能让对方感受得到

的爱，是接纳、付出和不求回报，但是

一定要有原则和底线”。她认为，要在

孩子成长当中给予尊重、引领、帮助，

在孩子犯错误时给予包容，在信任中给

予陪伴。“还要给孩子责任和德行的培

养。只要在孩子生命中种下责任和德行

这两颗种子，孩子一定走得远、飞得高

。”

家长要充分了解孩子。陈秀茹提出

，家长若了解孩子的学习类型、思维模

式、行为特质和多元智能，就更有助于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她建议家长在了

解孩子的基础上引导孩子学会“三比”

：自己和自己比，今天和昨天比，这次

和上次比。

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类型是视觉

型、听觉型还是体觉型，比如有的孩子

听觉较弱，但偏偏被妈妈逼着学钢琴，

孩子会很痛苦，家里也容易鸡飞狗跳。

孩子的思维模式不一样，或偏理性

或偏感性，看待问题的角度肯定也不一

样。偏理性的孩子思考问题比较具体、

有序，偏感性的孩子比较抽象、随意。

行为特质包括认知型、模仿型、开

放型、逆思型。孩子如果是逆思型，往

往就不会按照套路出牌。

多元智能包括人际、内省、语言、

音乐、空间、逻辑数学、肢体运动、自

然观察等八个方面，“每个人在这八个

方面的智能都是不一样的。只有了解自

家孩子的特质，才不会总和别人家孩子

比较，才会尊重和接纳孩子的独特性”

。

陈秀茹认为，合格的父母还需要了

解孩子的综合能力，比如个性品质、知

识储备、智力水平等，否则可能会走一

些弯路。“父母不能只关注孩子的成绩

，也要关注非智力因素；不能只关注孩

子的身体健康，还要关注他的心理健康

；不能只关注显教育，而忽略潜教育，

比如孩子的习惯、性格、抗压能力等。

”

遵循原则是促进良好亲子关系的
根基

陈秀茹认为，在亲子关系中首先要

遵循夫妻关系重于亲子关系的基本原则

，才能为良好亲子关系的构建打下根基

。

陈秀茹曾接访过大量咨询案例，她

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夫妻关系和家庭氛

围对孩子的重要影响。一名上初二的女

孩突然不去上学了，后来在妈妈的哭诉

中才找到问题的症结：原来妈妈当年怀

孕时，爸爸出轨了，妈妈心里一直过不

了这个坎儿，无形中将恨意转移和宣泄

到孩子身上。因此，“父母要先解决自

身的问题，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垃圾，

才能解决孩子的

问题”。

怎样理解建

立好的亲子关系

从“心”开始？

陈秀茹认为，

“有些父母只看

到孩子的行为，

并没有真正看到

孩子。只有当父母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

意图，体会到孩子意图背后的感受和需

要时，才是用自己的心看到了孩子的心

，真正的爱才开始在亲子之间流动”。

陈秀茹总结了亲子关系五原则：一

是父母要学会接纳，看到孩子的优点也

接纳孩子的缺点。二是父母要与孩子共

同成长，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减少亲

子矛盾。三是父母要学会尊重孩子，同

时要读懂孩子的需要，不把大人的意志

强加给孩子。四是要言而有信，说话一

定要算数，言而无信很容易破坏父母的

威信，伤害亲子关系。五是父母要提高

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

陈秀茹还特别提到了亲子关系中宽

严有度的重要原则。“‘宽’指的灵活

性，在孩子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但孩

子不需要帮助时不要添乱；‘严’指的

是要制定原则并坚决执行，还要约定相

应的奖励和惩罚；‘度’则指原则性和

灵活性的结合。”

她用铜钱的比喻来形象地解释这个

原则，“溺爱是外圆内也圆，没有原则

；有的家长则是外方内也方，让孩子感

受不到父母的爱；还有不少家长是外方

内圆，即瞎爱，一方面爱责备孩子，一

方面又容易心软没有原则。对孩子宽严

有度的真爱应该像铜钱一样，外圆内方

”。

建立边界是维护良好亲子关系的
关键

“一个健康的功能良好的家庭应该

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但又有相互重合的部分。”陈秀茹用一

张家的空间图来诠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如果用三个圆来表示丈夫、妻子、

孩子，最佳的状态应该是这三个圆既有

交集又不完全重合，即家庭中的每个成

员既彼此独立、各有自己的空间，又有

相互之间的连接。这种连接代表彼此间

的共处即沟通、陪伴，三个圆交叉的中

间部分则代表家文化。

陈秀茹认为空间即尊重，尊重各自

的需求，就是有边界的表现。她强调说

，家人之间除了空间的边界，还有心理

的边界。她举了一个重组家庭因为家庭

成员间没有边界导致冲突的案例，一个

初中男孩非常反感继母每天都要去自己

屋里打扫卫生，后来在老师建议下，这

位特别讲卫生的继母学着尊重和理解孩

子的空间边界，孩子也开始主动收拾自

己的房间，并建议继母一周打扫一次他

的房间。“当这位妈妈把握好空间和心

理的边界，既读懂孩子又不越位时，两

人的关系自然越来越好。”

陈秀茹说，合理的亲子关系界限应

该是亲子之间在良好的互动模式下相互

尊重，相互包容对方独立的看法、立场

、选择，而不是过分地相互依赖、干扰

和控制。

有效沟通是深化良好亲子关系的途径

现实中，有些父母很想和孩子沟通

，但孩子不想和他们说话，父母就容易

归因于青春期逆反。陈秀茹认为，其实

孩子逆反的不是父母本人，而是父母的

教育和沟通方式。

陈秀茹介绍说，沟通的组成部分中

，表情和动作占到55%，语速和语调占

38%，语言只占7%。“父母要尽量不带

情绪地说话，要注意沟通时的语速和语

调，自己有情绪时尽量不处理和孩子之

间的问题。有时给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

或者一个拥抱，比7%的语言效果要好得

多。”

她强调亲子沟通一定要先共情：一

是要倾听孩子说话；二是要听他话中的

感受，真正与他产生共鸣；三是要有积

极的反应，让孩子知道父母确实听到并

理解他所说的话。“亲子沟通中，重要

的不是父母说了什么，而是孩子感受到

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陈秀茹提醒父母要学会一些沟通技

巧：一是通情达理，注意共情；二是多

描述少评价，不用观点来代表事实，要

多用成长型思维，少用固定型思维；三

是使用积极的语言，引导沟通变得有趣

、有得说、有效、可持续；四是身教重

于言教，用行动来影响孩子；五是多注

重非语言方式的交流，比如拥抱、拍拍

肩膀之类的肢体语言。

多年的家庭教育指导实践经验使陈

秀茹相信，父母若能做到明责任、乐学

习、会倾听、常陪伴，就能从一名合法

家长成为一名合格而智慧的家长，也定

能培育出健康阳光的孩子。

良好的亲子关系从“心”开始
几乎每位家长都曾经憧憬过为人父母的精彩，但踏上漫长育儿路后，才

体会到现实常常偏离理想的轨道，甚至令人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孩

子，怎么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由中国教育报和深圳市教育局共同主办的第十七期“家庭教育大讲坛”

，请来了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家校社共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天津市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主任陈秀茹，帮助父母一起分析和探讨如何通过深入了解、遵循原则

、建立边界及有效沟通来促进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

美中乒乓外交美中乒乓外交5050周年晚宴周年晚宴
貴賓招待會貴賓招待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OlgaOlga
SolteszSoltesz （（右右））專程從佛羅里達州專程從佛羅里達州
趕來趕來，，圖為她在儀式上講話圖為她在儀式上講話。。

斯坦福市副巿長譚秋晴出席貴賓斯坦福市副巿長譚秋晴出席貴賓
招待會招待會，，在她特別喜歡的選手巨在她特別喜歡的選手巨

幅照前留影幅照前留影。。

出席美中乒乓外交出席美中乒乓外交5050周年晚宴貴賓招待會的貴賓們合影留念周年晚宴貴賓招待會的貴賓們合影留念。。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中中））介紹今年頒發獎項為介紹今年頒發獎項為《《美美
中友好之光中友好之光》，》，頒發給中國及美國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頒發給中國及美國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

中國乒乓球隊代表中國乒乓球隊代表，，中囯乒協何瀟副中囯乒協何瀟副
秘書長秘書長（（左左 ））接受頒獎並發言接受頒獎並發言。。

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Connie SweerisConnie Sweeris（（左左 ））
接受中心年會秘書長楊寶華接受中心年會秘書長楊寶華（（右右 ））頒獎頒獎。。

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原始乒乓外交運動員Olga SolteszOlga Soltesz
（（左左 ））接受中心年會秘書長楊寶華接受中心年會秘書長楊寶華

（（右右））頒獎並發言頒獎並發言。。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20212021年度晚宴主席陳韵年度晚宴主席陳韵
梅梅（（右右 ））發言發言。。旁為中國人活動中心執旁為中國人活動中心執

行長楊德清行長楊德清。。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20212021年度晚宴冠名贊助商年度晚宴冠名贊助商
「「包十一包十一」」 和和 「「牛角尖牛角尖」」 總裁劉思達發言總裁劉思達發言。。

斯坦福市副巿長譚秋晴致詞斯坦福市副巿長譚秋晴致詞。。 招待會主持人陸峻帶著母親招待會主持人陸峻帶著母親
出席招待會出席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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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作者：特約撰稿人
根據AARP 樂齡會的數據，超過

五分之一的美國人 (21.3%) 是家庭護理
人員 — 據估計美國有 5300 萬成年人
在過去 12個月裏有過為成人或兒童提
供照料。在這一群體中，亞裔美國人
和太平洋島民 (AAPI) 護理人員依靠非
英語材料來幫助他們照顧親人。

為響應 AAPI 社區對家庭護理人
員提供更多非英語材料的需求，AARP
樂齡會 最近擴大了繁體和簡體中文、
韓語和越南語的護理資源庫。這些資
源可在 AARP 網站上找到，包括財務
和Medicare醫療保險手冊，以及有關
藥物知識和為所愛的人準備住院等主
題的健康視頻。

AARP 已與多個國家和地方社區
組織合作 — 亞太社區衛生組織協會
(AAPCHO)、亞裔美國人聯合會、船民
SOS (BPSOS)、華人社區中心 (CCC)、
全國韓裔美國人服務與教育聯盟 (NA-
KASEC) 和老年人自助 —分發和推廣
這些護理資源。這些非營利組織為
25 個州的 AAPI 長者們提供服務。

『護理人員不應該獨自經歷完成
護理過程，尤其是我們的 AAPI 護理
人員，他們通常在數據方面代表性
不足下，不獲得足夠的服務資源。』
AARP 協會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亞
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受眾

策略之副總裁 Daphne Kwok 說
。 『資源的可及性在健康公平方面起

著關鍵作用，因此 AARP 很自豪能夠
通過我們的州辦公室和為全國各地的
AAPI 長者們服務的社區合作夥伴創建
和分發額外的材料。

提供語言資源是朝著正確方向邁
出的一步，希望我們擴展的材料有助
於為我們的護理人員及其家人提供更
強大的基礎設施。』

AARP 已為社區服務 60 多年。他
們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無黨派組織
，致力於讓 50 歲及以上的人士能夠
選擇他們隨著年齡增長的生活方式。
要成為他們旅程的一部分並學會更多
護理資源，請在 Facebook (@AAR-
PAAPI) 和 Twitter (@AARPAAPI) 上加入
AARP AAPI 社區。

# # #
關於 AARP 樂齡會: AARP 樂齡會

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無黨派組織
，致力於幫助和激勵50歲或以上的人
群享有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AARP樂
齡會在全國范圍內擁有近3800萬成員
，它鞏固並加強社區，倡導對家庭最
重要的事情：健康保障，財務穩定和
個人成就感。AARP樂齡會還發行全國
最大的發行出版物：《AARP樂齡會雜
誌》和《AARP樂齡會簡報》。了解更
多信息，請瀏覽中文官網
chinese.aarp.org 或關注 AARP 樂齡會
微信公眾號 。

關注我們@AARPAAPI 以獲取更多
新聞和視頻。

美南僑青規劃未來 探索返臺服務契機
為鼓勵美南地區僑青返臺或就地在台資企業服務，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於11月13日舉辦 「 i 臺灣體驗營」 。當天除文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副主任黃依莉外，駐休士頓辦事處經濟組組長徐炳勳
、科技組組長游慧光及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許健彬都
到場參加。

當日活動由陳奕芳主持，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因為另有

行程，也以視訊方式向與會者致意，表示僑青是國家未來的希望，
感謝台資企業及僑團愛護僑青；他也鼓勵僑青多多參加僑社活動。
這次活動中，徐炳勳說明我國政府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臺
資企業在美南地區分布情形及目前營運狀態，歡迎僑青積極返國就
業投資；游慧光則提供科技人才培育與延攬之最新相關政策、科技
部重點業務及在各領域投資情形、研發及學術研究等訊息。

活動也邀請臺資企業Applied Optoelectronics Inc. (AOI)、金城銀
行及臺塑美國公司德州廠人力資源主管到場介紹企業營運情形及徵
才條件；講座結束後進行Q&A與經驗交流分享，就現場僑青提問
即時溝通互動。當天活動結束後，與會僑青們都認為獲益良多，對
於自身未來求職或創業的規劃相當有助益，並期盼文教中心之後能
再舉辦此類活動。當天活動吸引近30位在職及在學僑青參加。

AARPAARP 樂齡會為樂齡會為 AAPIAAPI 社區擴展護理資源社區擴展護理資源
AAPIAAPI 5050-Plus-Plus 和家庭護理人員現在可以獲得更和家庭護理人員現在可以獲得更

多中文多中文、、韓語和越南語的護理資源韓語和越南語的護理資源

本次活動吸引近本次活動吸引近3030位僑青到場參加位僑青到場參加。。 臺塑行政主管臺塑行政主管Eric Stevenson(Eric Stevenson(前排右前排右11))、、徐炳勳徐炳勳((前排左前排左
22))及科技組游慧光及科技組游慧光((前排左前排左33))為在場僑青解惑為在場僑青解惑。。

陳奕芳致贈僑委會防疫包感謝當天陳奕芳致贈僑委會防疫包感謝當天AOIAOI及金城銀行講座及金城銀行講座。。

美國德克薩斯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美國德克薩斯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
於於1111月月2020日在休士頓舉行日在休士頓舉行

秋季講座系列（11） 春蠶-越界寫作主講：夏祖焯教授11/27
（本報訊）此次由林海音的長公子夏祖焯

教授分享他的寫作經驗。他是目前唯一工程博

士在大學教文學課程，並為國家文藝獎得主。

越界，寫作？更好！

春蠶-越界寫作

主講： 夏祖焯教授

時間：

11/27 美西時間|6:00-8:00 pm

11/28 台北亞洲時間|10:00am -12:00 pm

如何寫作？寫作又如何？有人文筆好？能

學習嗎？夏祖焯教授告訴你寫作實際的考量，

以及許多實用的寫作技巧。他將介紹不同文體(

小說、詩、散文、戲劇、報告、新聞) 的不同寫

法及重點。他將介紹投稿的園地，退稿又該如

何？

夏教授出身文學世家，是我國唯一工程博

士教授外國文學課程，他的長篇小說《夏獵》(

聯合文學出版) 得到1984年「國家文藝獎」，

2006年又以跨文學與科技雙領域榮獲美洲工程

師學會「科技與人文獎」。評論有言他的文筆

強烈的表現出感性，他對寫作的分析及建議對

你將有立竿見影之效。另有數篇他作品可先閱

讀，演講時將用做講解實例。

相關作品連結：

夏獵 / 夏烈 (夏祖焯)

http://www.thebricksusa.org/san-wen/

xia-lie-xia-lie-xia-zu-chao

鹿與犬 夏烈

http://www.thebricksusa.org/san-wen/

lu-yu-quan-xia-lie

http://www.thebricksusa.org/san-wen/

cheng-nan-shao-nian-you-xia-lie-xia-zu-chao

城南少年遊 ‧夏烈(夏祖焯)‧

Meeting ID: 849 4087 6906

Passcode: 953402

Contact:thebricksusa@gmail.com

報名連結：

https://conta.cc/3wFB6uI

（可收到講座提醒相關訊息或講座錄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因為國際乒聯紀
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休士頓世乒賽在
休士頓揭幕，也帶來全美各地的精英齊集休士
頓。由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
、秘書長朱立業率領各地精英集聚休士頓所召
開的 「美國德克薩斯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於
11月20日晚在休士頓召開，共有德克薩斯州僑
、商、學界近30人出席會議，圓桌會議由中國
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博士主持。他首先介
紹林建新主席是成功的企業家，美國華人華僑
聯合總會主席，美國華人華僑博物館創辦人，
全美華人合作論壇，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召
集人。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表
示：非常高興來這裡與大家相聚，歡迎各位參
加首屆德克薩斯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自去年

年底以來，通過全美華人精英的共同努力，我
們已經在賓州、佛州、喬治亞州、維吉尼亞州
、紐約州、加州、伊利諾州、猶他州、密西根
州，舉辦了線上線下圓桌會議，以及全美華人
合作論壇，得到了大家的共鳴和支持。

他說：《 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 》是以
“深化討論、推動發展、共襄盛舉、共創未來
“為基礎，通過鼓勵，協助和支持華人參選、
參政議政事宜，推動各團體各組織之間建立和
維護良性的互動關係，加強信息互通、資源共
享、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為構建華人命運共
同齊心協力，攜手合作。

林建新說：華人在美近二百年移民史，歷
經諸多磨薙，其中不乏受到種種族群危機及邊
緣化歴史。因而提高華人生存危機意識，建立
族群利益共同體的意識。對我們這一代乃至子

孫後代都至關重要。我們未來的道路將任重道
遠。特別是提高華人政治地位，提高華人政治
領袖的比例，提高華人社會影響力將至關重要
。我們仍面臨巨大的挑戰。希望在未來四年、
或八年有更多的華人政治領袖出現，為我們華
人爭取資源，讓我們的社會得以提升和發展，
得到平等的社會地位。他希望華裔同胞儘快融
入美國主流社會，以成為美國公民自豪，繼而
熱愛美國、服務美國，為美國社會作出更大的
貢獻。尤其看到多個地區的華人參政議政的勢
頭不斷熱絡，信心不斷增強。特別是華裔吳弭
，打破200年的歷史，成為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市
第一位華裔女市長，及華裔黃敏儀當選紐約市
第20選區（法拉盛地區）市議員等,都創造了華
人參政的新歷史。他同時又提到日前費城非裔
學生群體欺凌、毆打伸張正義的Christina Lu惡
劣事件，在在都顯示了華人維權、參政、議政
之路漫長，及作為少數族裔的在美華裔，應有
生存危機意識及建立起廣泛的華人利益共同體
的重要。

該會秘書長朱立業表示： 「美國華人華僑
聯合總會」正在籌劃將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1日，將在費城舉辦全美華人合作峰會暨美國
華人華僑博物館隆重開幕儀式。，將會團結和
聚集更多的華人有志之士，共同參與，共謀發
展，共享未來。他呼籲德克薩斯州及全美各地
的華裔精英代表及各界熱心人士，能夠積極參
與美國華人支持參與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

」及博物館的工作，群策群力，建立健全為全
美華人服務的機構，大家攜手合作，融入奉獻
，共同為發展華人事業而努力。

出席大會的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
表示：他和他的家人都是亞洲過來的新移民，
雖擔任德州眾議員並為社區服務十餘年了，仍
感到在這個國家，新移民未能得到公平的對待
，華人、亞裔人受到歧視。如果公平、公正、
公開是立國之本，亞裔及少數族裔應得到尊重
和平等的機會。因此，在美的華人要讓主流社
會認識我們的存在，一定要參與政治,參與投票
，贏得公平、平等的權益。

「黃金心臟中心」的豐建偉醫師向林主席
匯報說：今天出席圓桌會議的每一個人，都給
後人留下了一部神聖的、傳奇創業的一本書,每
人都有一系列的動人故事。他特別提到，一個
手指不會頂天立地，團結起來，緊握拳頭才是
力量。讓華人團體在一起，努力工作，再為鄉
人做出貢獻，才能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大家
一起勤奮努力工作，將來一定是我們的。

江西同鄉會會長謝忠呼籲大家一定要同心
協力，為博物館的建設出錢出力。

最後，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
，和本次乒乓外交50周年晚宴的共同主席沙麗
女士，為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
新和秘書長朱立業，贈送了象徵美國西部牛仔
英勇奮戰，頑強拼搏精神的牛仔帽和書畫作品
。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 「「美國德克薩斯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美國德克薩斯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的所有的所有
代表在大會上合影代表在大會上合影。（。（前排左四前排左四））為為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美國華人華僑聯合
總會總會」」主席林建新及秘書長朱立業主席林建新及秘書長朱立業（（前排右二前排右二）（）（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圖圖（（右起右起））為為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執行長楊德清、、晚宴共晚宴共
同主席沙麗向同主席沙麗向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主席林建新，，秘秘
書長朱立業贈送國畫書長朱立業贈送國畫。。旁為德州州議員吳元之旁為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左一左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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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s of 10/20/2021。 $0 - $49,9999.99 利率為0.25%APY；
$50,000+ 利率為0.50%APY。 APY 在帳戶開設前後可能改變，手續費可能會減少利息收入。

即日起，中國信託數位銀行正式為德州居民服務。
我們提供安全簡易的線上開戶流程及優惠利率！

0.50%APY*
儲蓄帳戶
最高可達

最低開戶金額 $250

連結其他銀行轉帳

FDIC 保障

無帳戶管理費

線上開戶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上網開戶吧！ 掃描開戶

你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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