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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未來已來未來已來””————““龍學龍學””機器人團隊機器人團隊
20212021--20222022賽季奪得三項大獎賽季奪得三項大獎

““我的快樂來源我的快樂來源””———第十九屆大休斯頓地區—第十九屆大休斯頓地區
中文演講比賽中文演講比賽““龍學龍學””選手紀事選手紀事

（作者：臧娜）2021年11月，龍學天下機器
人隊在VEX世界性機器人大賽區域賽中，拔得團體
賽（Teamwork）和技能賽（Skill）兩項頭籌，並經
過答辯最終獲得“Excellent Award”殊榮，同時取
得了參加本賽季州賽的入場券。

龍學天下機器人隊自2017年籌建，歷經數年的
教學和賽事實踐，積累了豐富經驗和閃光的成績。
2018年3月，獲得機器人大賽年度州賽設計金獎；
2019年3月，在年度州賽中獲Drive Skill第一名，

並晉級世界杯，世界排名第六十四位；2020年2月
，在年度州賽中獲Teamwork第一名，並晉級世界
杯賽。

“龍學”機器人隊此次在2021年11月區域賽
中獲得的三大獎項，以較高的含金量體現了團隊的
整體水平和綜合素養。團體賽（Teamwork）既是
這一世界性機器人賽事的重要項目，也代表了它獨
特的比賽方式和理念。來自不同區域的參賽隊伍通
過隨機組合或按排名組隊的方式，兩兩合作，在規

定時間內共同完成一輪比賽，所獲得的分數為兩隊
共有。各參賽隊伍的名次按所得分數排名決定，也
就是說，這一比賽更加註重選手與他人協作和應變
的能力，而不是單純的競爭。因此，“龍學”機器
人隊胡教練表示，在平時訓練中，就要盡力引導孩
子們熟悉比賽規則，針對比賽中可能發生的情況進
行多種策略部署和設計改進，在這個過程中，不斷
樹立協作意識，培養應變能力。技能賽（Skill）則
是對每個團隊參賽選手技術能力的考驗，包含了選
手手動駕駛機器人和機器人自動駕駛完成既定任務
，兩種方式。考驗選手手動操控水平和機器人程序
編輯能力。

“Excellent Award”獎項，則是裁判員對在前
兩個獎項中奪得魁首的優秀機器人團隊，進行設計
策略及過程的書面檢驗和現場答辯。團隊成員要將
自己前期訓練及完成整個比賽過程中的各個環節，
整理成完善的文本材料遞交給裁判組，並經過裁判
組臨場答辯和綜合評分後，才會決定這一獎項的歸
屬。

胡教練回憶起備戰和參賽過程，認為這對“龍
學”的孩子們來說是極好的鍛煉過程。VEX機器人

大賽每年都會公開發布年度比賽主題和規則，孩子
們首先要在理解項目要求和規則的基礎上，將自己
無限的創意與既定的項目主題與材料有機結合，初
步設計出自己的機器人，並在平時的訓練和參賽過
程中，測試、解決所發現的問題，積累團隊協作經
驗。所以，“龍學”機器人隊此次獲得的三大獎項
證明了團隊的整體實力。更主要的是，孩子們在這
個過程中鍛煉了動手能力，培養了專註力和協作能
力，以及臨場應變能力。

機器人設計是一種軟硬件結合的自動化過程，
是AI等虛擬科技與實體科技的交融。它實際上已經
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智能家電、智能倉儲、
自動駕駛等正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將在未來
的元宇宙觀念影響下大展拳腳。

“龍學”機器人團隊的成績，體現了學校整體
教育思路的特點和優長，即以中文教學為主，數學
、英文、機器人和其他才藝課程做為雙語沈浸教學
的輔助科目，為整個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提供更加
廣闊的平臺。

本賽季中，“龍學”機器人團隊還將再披戰袍
，向接下來的世界杯賽發力。

（作者：臧娜）繼今年5月，休斯頓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的孩子們在第四屆全
球華語朗誦大賽中摘金奪銀之後，2021
年11月，“龍學”學子在第十九屆大休
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中再傳佳績，學
生們斬獲了一等獎、優秀獎等不同級別
獎項。

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是大休
斯頓地區歷史悠久的語言類賽事，歷經
十九屆的悉心籌建，已經發展成為推動
各族裔學習交流中文、促進中美文化交
流的平臺。比賽過程中，選手們可以選
擇組委會給定的題目，也可以自擬題目
，要求在有限時間內直奔主題、體現感
染力和說服力，並且語音標準、表達準
確、表情儀態大方得體。在往屆比賽中
，“龍學”學子也曾經取得過優異成績
，攬獲各類獎項。孩子們在歷次參賽過
程中，不斷積累經驗，中文表達能力也
得到逐步提升。

本次比賽中，8-11歲組一等獎獲得
者盧可昕同學的表現可圈可點。她用自
己救助小動物的故事寫成初稿，跟媽媽

一起修改並定稿，聲情並茂地講述了自
選題目《我的快樂來源》。“快樂是人
人都希望得到的，但是你知道快樂到底
是什麽嗎？”收到一份禮物、取得一次
好的考試成績，這些“短暫的快樂很容
易”；但是“長久而深層的快樂，來自
於主動的愛和關懷”。她講到了自己救
治一只腿部受傷、無法跳躍小蟋蟀的故
事，當小蟋蟀慢慢康復，回到大自然的
那一刻，“我體會到了從沒有過的快樂
”。不論是照料小蟋蟀，還是救助流浪
小貓、小狗，盧可昕用自己的親身經歷
傳遞出一則深刻的生存感悟，即長久而
深層的快樂，來自於對身邊親人朋友以
及自然萬物的關愛。

盧可昕同學2018年暑假起一直在休
斯頓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學習中文。2018
、2019年她曾連續兩年參加大休斯敦地
區中文演講比賽，並獲得兩個二等獎的
好成績。2020年這一賽事由於疫情原因
停辦一年，但盧可昕堅持參與“龍學”
中文網課的學習和學校的各類線上中文
活動。堅持不懈的語言學習結出了甜美

的果實。2021年11月該賽事比賽恢復之
後，盧可昕決定不再講別人的文章，而
是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感染他人，並最終
取得了佳績。

除了中文演講比賽之外，盧可昕同
學還參加了各種語言類課外活動。包括
2019年參與拍攝龍學小課堂短劇《舌尖
上的中國城》；2020年7月為廣播節目
錄製故事《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和席
慕蓉的詩歌《啟航》；2020年8月參加
第四屆《“青春中國”詩詞品鑒大賽》
榮獲海外少兒組三等獎；2021年2月為
CCTV全球愛華詩歌春晚北美休斯頓會場
錄製詩歌朗誦《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2021年4月，主演了一部講述華裔
父女故事的電影短片《How do we leave
》等等。

從中文學習到課外活動，多年來，
在“龍學”的學習生活不僅讓盧可昕的
中文水平得到不斷提升，也培養了她豐
富的興趣愛好。“龍學”的教學願景、
教學思路和教學水平，通過孩子們的成
長和他們取得的一個個成績得到體現，

“龍學”學子是學校的驕傲和發展的動
力，更是華語社群和華語文化傳播的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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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霽翔：高密度城市文保 香港具好經驗
撰寫專著 推崇歷史文化建築“由非盈利企業來運營”等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2日，在廣州舉行的“讀懂中國”國

際會議“新視野下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

展”論壇上，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

任、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單霽翔（圓圖）談

到了香港歷史文化建築的保護工作。單霽翔

說，作為一個建築和土地高密度聚集的大都

市，香港大多數空間是用來保護生態環境，

比如濕地公園、生態公園。在這種高密度空

間裏，如何進行文化遺產的保護，這些年

來，香港積累了非常好的經驗。單霽翔十分

推崇香港業界的做法，甚至專門進行了研

究，並撰寫了一本著作，準備明年出版。

而在“誰來運營”這個問題上，香港的做法
也很值得推薦。比如，參與方一定要是非

盈利企業或機構，政府可以免兩三年租金，之後
拿來對社會開放運營。“據我了解，第一次投入
的7個項目，就有40多家這樣的非盈利機構來競
標，後來，事實證明，這些歷史建築得到非常好
的保護。這個經驗讓我很受啟發，就是我們的文
物如何在修繕時就定位對公眾開放，而不是讓政
府在一開始就背負太多的包袱。”

港故宮博物館料明年七月開放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明年7月1日左右

正式對外開放，單霽翔透露，目前故宮博物院
方面已經作好了展覽準備，初步計劃是做13個
主題展覽。“我們確定的是，港館將長期保持
六百件（套）以上的文物展出，加上臨時展
覽，可能會達到一千件套以上。我們會經常更
換，使得博物館常換常新。”據介紹，屆時，
港館也會展出香港本地地域文化的藏品，但總
體上，展品都是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的文物。

對於在香港建館如此順利，單霽翔表示，
一直以來，故宮博物院跟香港有着很好的合
作，幾乎每年都有一個大型展覽在香港的博物

館舉辦，與香港的文物保護部門、博物館都有
非常順暢的溝通與合作。

他也特別提到，在與香港政府、同行打交
道中發現，他們的專業性及敬業精神，讓人印
象深刻，亦受益匪淺。“比如香港辦的展覽，
為了能夠讓普通市民特別是孩子們都很喜歡，
做了很多細緻的工作，包括傳播渠道、傳播方
式，都取得很好的效果，值得我們學習。另
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長期從
事博物館工作和文化遺產保護，很專業、敬
業。因此，我對港館的未來充滿期待。”

澳門成功打造歷史城區概念
不僅香港，澳門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也有

很好的做法，也同樣取得很好成效。單霽翔
說，澳門非常用心地保護了十多個廣場，以及
二十多處大型近代建築群，構成了一個澳門歷
史城區的概念。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申遺一
舉成功。“澳門市民對此非常驕傲，我記得，
當時從澳門市民手中寄出了二十多萬張明信
片，上面驕傲地寫上了‘我們澳門是一座文化
名城’。這說明歷史文化遺產能夠增強當地居
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單霽翔說。

單霽翔表示，根據自己的了解，從2007年
開始，香港啟動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簡而
言之，就是政府準備修繕之前，開展透明的政
務公開，制定歷史建築修繕後對社會公開的政
策之前，讓市民參與討論如何使用等問題。香
港一共有四千多棟五十年以上歷史的建築，其
中四百多處要通過這個“夥伴計劃”來實施。

中國成擁有世遺最多國家
從2004年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成

功申遺到現在，中國基本每年都有歷史文化遺
產申遺成功，並從2019年開始成為全世界擁有
世界文化遺產最多的國家。單霽翔認為，申遺
過程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努
力，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形成了新氣象。“保護
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傳
承，就是把我們祖先創造的燦爛文化，通過我
們的時代、我們的城市，能夠健康、完整、真
實地傳給我們子孫後代，這才是真正的目
的。”單霽翔說。他表示，文化遺產不是一個
國家、一個民族獨有的，它是人類共同的遺
產，所以必須加強國際合作，這樣，文化遺產
才能得到真正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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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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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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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這些年，隨着故宮系列IP不斷被打造和
推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關注故宮，參
與故宮文化的傳承。單霽翔說，如今，故宮
文化已經進入千家萬戶的生活，特別是對年
輕人的文化傳播作用，日趨明顯。

單霽翔說，對於一座博物館來說，要探
索人們的社會需求，就要辦好每一個展覽。
比如“故宮跑”的策劃，就吸引了大量的年
輕人，很多人排隊幾小時，就是為了看這個
展覽。“這就啟發我們，要辦更多的展覽，
近6年，我們辦了135個展覽。”

舉辦各種網上展覽
數字化方式運用和文創產品的推出，也

是故宮日趨吸引年輕人的重要因素。單霽翔
說，故宮加大對網站的建設力度，舉辦各種
網上展覽，其中還包括外文網站和青少年的
網站。

同時，也開始製作故宮微信小程式運
用，比如每天都會有人把故宮美景的照片上
傳，特別是其中的“每日故宮”一欄，喜歡
故宮文化的人們，每天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手
機，免費收到一套圖文並茂的故宮文物信
息，這樣有些人就會把它收藏起來，一年
365天，三年1,000多天，這就可以擁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掌上博物館，隨時都能看。

談到文創產品，單霽翔說，以前，故宮文
化創意產品以文物複製類為主，但結果發現，
購買的人並不多。

後來研究發現，其實故宮文創產品也要結
合人們現實生活，滿足人們在生活日用品裏帶
有傳統文化的需求。經過動員社會力量積極參
與，每年數以千計新的故宮文化創意產品湧現
出來。

“最新的數據，我們現在已經研發到
14,000種文化創意產品，幾乎佔全國文化創
意產品半壁江山。這樣，故宮文化才能真正
進入千家萬戶，覆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
面。”

●●矗立在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明年開幕矗立在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明年開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故宮宮喵家族”系列文創產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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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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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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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音樂首掛 大玩“元宇宙”
丁磊分身三人一起敲響上市銅鑼 創全球先河

中國不斷收緊對互聯網行業的監管，以往大受股民追捧的新經濟股IPO亦由天堂跌回凡

塵，網易雲音樂2日掛牌上市，也難逃近期新股普遍“潛水”的命運，最終以全日最低位

199.9元（港元，下同）報收，跌2.49%，一手50股賬面虧255元。不過，市況不佳無礙網易

創辦人丁磊的心情，除憑歌寄意之外，他在杭州總部還與嘉賓大玩“元宇宙”，以兩個虛擬分

身及其本人，一起敲響網易雲音樂的上市銅鑼，成為全球首個“元宇宙”上市慶祝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網易雲音樂2日首日掛牌，股價未能改寫1
日晚暗盤市場穿底命運。該股開報205

元，無起跌，最終收報199.9元，跌5.1元或
2.49%；全日高低位分別是 205.2 元與 199.9
元。以一手50股計，投資者一手賬面虧255
元。全日成交金額 4.58 億元，公司市值約
415.31億元。該股之前的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
購約7.92倍，一手中籤率20%，抽8手穩獲一
手，並以招股價中間範圍205元定價，集資淨
額約31.24億元。

“元宇宙”是近期股市焦點，網易雲音樂首
席執行官丁磊亦趁機大玩“穿越”。除了在線下
舉辦敲鐘儀式之外，網易雲音樂還在杭州總部通
過網易伏羲沉浸式活動系統“瑤台”，舉辦了全
球首個“元宇宙”上市儀式。

網易CEO丁磊的兩個虛擬形象，2000年29
歲的“丁磊”和2021年50歲的“丁磊”，與線
下儀式中的丁磊本人一起敲響了上市鑼。參與觀

禮的嘉賓也通過操控自己的“數字分身”，與
AI虛擬人“丁磊”一起完成交流、合影、跳舞
等等互動。

7歲已聽鄧麗君 喜搗鼓唱片
自言7歲已經開始聽鄧麗君的丁磊，2日發

表公開信分享他對音樂和網易雲音樂未來發展
的看法。他表示，人類的探索大致可以分為兩
種：一種是走向宇宙更深處，一種是走向人心更
深處。音樂屬於後者。他7歲開始聽鄧麗君，幾
十年裏聽了無數的歌，勉強算是個愛好者。平日
裏，最喜歡的是搗鼓唱片，淘新歌，或是跟朋友
分享自己的心頭好。那時，受限於技術，雖然效
率不高，樂趣卻也不少。他說，“一個東西喜歡
得久了，就會想親身參與其中”。2000年，網
易上市，有人問他，最想做的事是什麼，他說想
做一家唱片公司。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後，他意
識到，音樂和科技的結合將會非常有想像力。直

到2013年，網易雲音樂正式推出，一路摸索、
探索、長大，現在已經是中國領先的音樂社區。

續加大對音樂人支援和投入
丁磊又指，會持續加大對音樂人的支援和

投入，“當你想以音樂為夢想時，不必擔憂才
華是否擁有舞台；當你的父母好友聽到你的音
樂夢想時，更不必擔憂你該如何為生”。他形
容，未來網易雲音樂的發展，可能更像一個
“聲音的宇宙”，包含音樂、播客、直播、K
歌、有聲劇場、電台等內容形態，場景和體驗
也會相當豐富。

其他新股方面，消息指微博將以272.8元定
價，較招股價上限388元低29.7%，集資約30
億元。事實上，近月港股市況疲弱，拖累IPO
市場表現，2日8隻進行招股的新股（包括微
博）中，只有雍禾醫療的反應較為熱烈，公開
發售部分錄得超額認購約60倍。

● 丁磊2日發表公開信，分享他對音
樂和網易雲音樂未來發展的看法。

網易雲音樂 2 日成功上
市，這亦是網易雲音樂首席
執行官丁磊第四次參加網易
的上市儀式。四次敲鑼，四
種心境。丁磊說，如果要用

四首歌來表達，他會選：第一首，是李宗盛
的《領悟》，痛過之後，才有收穫；第二
首，是信樂團的《海闊天空》，放手有道，
去縱情一搏；第三首，是王傑的《回家》，
回國上市，相見恨晚；第四首，是 Gala 的
《追夢赤子心》，向前跑，才有無限可能。

網易雲音樂打破很多不可能
丁磊表示，“可能性” 是一個非常漂亮

而且動聽的詞彙。網易雲音樂通過自己的努
力，打破了很多不可能，讓中國音樂有了更
多的可能。 借助一系列引領行業的創新和創
造，發現了音樂產品的新可能，成長為中國
乃至全球最大的音樂社區，將聽音樂的主動
權，真正交還到用戶手中。當很多的“村
民”在雲村，聽着音樂，又哭又笑時，他看
到了音樂社區，也可以有人味、有人氣、有
各種的可能性。

他續指，網易雲音樂也是中國第一家提
出，並且堅持扶持原創音樂人的平台。在音
樂人的夢想難以被家人、被朋友、被唱片公
司支持的年代，公司一步一個腳印，將中國
原創音樂推向快速發展的新可能。當30萬獨
立音樂人的未來，在數位時代變得有跡可
循，當才華與麵包的等式越來越成立，當普
通人與巨星同台不再遙遠時，便看到了華語
音樂正在變得有生氣、有未來、有可能。

股號冀盼每份熱愛長長久久
網易的港股號碼是“9999”，丁磊說，

網易雲音樂的股票號碼繼續沿用了“99”這
組數字，選擇了“9899”代號，就是希望大
家的每一份熱愛，都可以長長久久，持續創
造新可能，持續改變不可能，並為自己贏來
好運氣。

邀請“雲村村民”上台敲鑼
而在2日網易雲音樂杭州總部的上市儀

式現場，公司還特別邀請了 7 位“雲村村
民”上台敲鑼，7位“村民”代表雲村每一
位音樂創作者和用戶，包括著名音樂製作人
陳耀川、九十後唱作鬼才裘德、原創音樂人
沈以誠、新生代R&B唱作人余佳運、國風唱
作人銀臨、零五後唱作才女Vicky宣宣以及
雲村歌單達人陳北及。他們當中有優秀的幕
後創作者，有不同類型的音樂唱作人，也有
活躍的音樂達人，正因為對音樂的熱愛，在
“雲村”將他們連接到了一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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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易雲音樂2日
上市。上市儀式現場出現

三個“丁磊”，一個是在線下
儀式敲鑼的丁磊本人，還有兩個
是AI虛擬人“丁磊”，分別被刻
畫成了2000年29歲的丁磊和
2021年50歲的丁磊。他們在
線上線下一起敲響了上

市銅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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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受疫情影響，已停辦2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明年將
改至6月2日至7日舉辦，文化部長李永得強調， 「明年若不是
絕對非不得已，一定堅持辦下去！」希望屆時在疫苗防護力已足
夠的情況下，重啟實體書展，同時也宣布將補助參與的出版社展
位費， 「最高可補助到7成！」

連續2屆的台北國際書展因疫情影響而取消實體書展，改為
線上展，李永得表示： 「我了解傷害很大，不只是書的銷售，甚
至是前途茫茫、信心不足。」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林訓民也指

出，對於版權交易亦是影響甚鉅， 「見了面很快就決定的採購，
現在來來回回很久都無法簽約。」他表示，整個產業從作者、出
版社、編輯乃至書店，仍期待實體書展的氣氛能回來。

明年逢台北書展邁入第30屆，除了首次於夏季舉辦，也將
首次在世貿主場館外，於華山文創園區延伸出另一個展區。有感
於出版社近2年在疫情中受到的衝擊，李永得也宣告將對此次參
與的出版社，提供展位費補助， 「最高可以到7成！」李永得期
望在圖書免營業稅、公共出借權等政策，以及因應紓困推出的藝

FUN券外，也能再釋出讓出版業有感的方案，鼓勵所有的出版
社參與書展。

第30屆書展主題國為法國，且為此 「而立之年」會推出一
系列活動，除了展期逢端午節亦是詩人節，會搭配相應的節慶特
色活動，自4月起便有 「城市在閱讀」活動起跑暖身，另策畫了
「圖像30主題展」，以插畫名家作品或漫畫家的主題創作，帶

領讀者體驗此閱讀嘉年華。

（中央社）資深媒體人呂文婉分享一個令人鼻酸的
案例，一名大學退休教授，辛苦將8個孩子拉拔到大，
個個都到美國念博士、成家立業，結果他晚年卻淪落到
安養中心，不但便溺無法自理，功成名就的孩子們甚至
還拒付安養院的費用，最後老教授病逝在安養院中，孩
子們接獲消息竟然無動於衷，甚至連老教授的後事都是
由安養中心幫忙操辦，讓人非常唏噓。

呂文婉近日在節目《新聞挖挖哇》上分享，一名退
休教授辛苦養大8個兒女，每個孩子都在美國拿到博士
學位，也順利在當地成家立業，當時老教授退休後，住
在德州的大兒子想要創業，便找上他要了一筆錢，結果
消息走漏，其餘的7個兄弟姊妹不甘心只有大哥有錢拿
，便想了各種奇奇怪怪的理由要錢，最後大家都拿到錢
了。

呂文婉表示，某年大兒子回台發現爸爸的狀況不好
，需要有人照顧，便決定將老父親送到安養院度過晚年
，而這一送就是好幾年，一開始也沒有問題，沒想到後
來老教授的8個孩子竟然不願意繼續支付安養院的費用

，整整拖欠了8個多月的費用。
呂文婉透露，看不下去的安養中心聯絡媒體，希望

可以透過報導喚起老教授8名子女的良知，而當媒體前
往採訪時，發現曾經風光無限的老教授，竟落入生活不
能自理、身下尿布濕透的悲慘狀況，而且全身瘦成皮包
骨，居住的房間內滿是霉味與尿騷味，讓人看了很鼻酸
。

呂文婉指出，安養中心坦言遲遲沒收到費用，讓他
們真的吃不消，打電話過去給老教授的八個孩子，對方
不是不接電話，就是裝傻推託責任。無奈之下，安養中
心下了最後通牒說 「如果再不繳錢，他們也無法繼續收
置這個老人，恐怕要請家屬來帶回家！」期間也有傳送
老教授的狀況給8名子女看，怎料對方就是無動於衷。

呂文婉感嘆地說，也許是老教授不想拖累功成名就
的孩子們，最後竟然就這樣孤苦伶仃的在安養院離開人
世。當安養中心通知老教授的孩子們此消息，對方竟只
淡淡地回了一句 「知道了！」接著就掛電話了，而老教
授的後事最後則是安養中心幫忙辦的。

栽培8子女赴美讀博士
老教授竟被丟安養院孤獨死

（中央社）中央健保署2018年起推動 「虛擬健保卡」，今
年擴大試辦至居家醫療、遠距醫療、視訊診療使用。健保署昨宣
布，規畫明年3月讓3000多家居家醫療團隊正式推動。另外，健
保署也在思考推動電子支付 「健保pay」的可能性，不過尚在研
議階段。

健保署企劃組長王宗曦表示，台灣2004年全面換發健保晶
片卡，2016年開始討論創新的換發計畫，並在2018年試辦 「虛
擬健保卡」，今年擴大試辦，讓居家醫療、遠距醫療、視訊診療
使用。截至11月初，實際參與的醫療院所有565家，其中438家

完成安裝並上線，國內至今已有3萬7122人申請 「虛擬健保卡」
，以40-49歲者居多。

健保署長李伯璋說， 「虛擬健保卡」突破了原有的健保卡概
念，我們看病不是只有在做病史的對話，而需看到相關資訊，若
沒有實體卡，透過虛擬卡就可看到，這對就醫很有幫忙，健保署
規畫明年3月以後大量操作。

王宗曦表示，明年3月 「虛擬健保卡」將在3000多家居家醫
療團隊中正式推動，由於居家醫療對象有許多高齡者，健保署也
會提出獎勵方案，希望讓醫療團隊協助申請、就醫使用。另會透

過單張設計，提供各分區業務組，在民眾臨櫃時協助申請 「健保
快易通」，再申請 「虛擬健保卡」，盼讓民眾一步一步認識。

另外，因目前line pay、apple pay等行動支付很多，李伯璋表
示，有醫界人士建議推動 「健保pay」。王宗曦表示，目前是醫
療院所透過幾個電子支付來處理，但署長想到 「健保pay」，主
要因承保組收取健保費時已有多元電子支付方式，目前還在研議
中。

（中央社）外交部昨表示，我駐南非代表
處有2名人員在上月25日、30日確診新冠肺炎
，目前已依當地防疫規定及醫生指示進行居家
隔離，服藥治療中。由於近期南非出現新變異
株Omicron，外界擔憂2人是否可能感染Omi-
cron，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
羅一鈞表示，由於代表處所在地是豪登省，依
盛行率推估，機會是蠻高的。

羅一鈞表示，針對此案，會請外交部了解
當事人症狀，南非代表處的所在的首都，就是
在Omicron最嚴重的豪登省，當地11月檢出的
比例大約是7成5，過去一周的檢出率達百分百
，若有同仁在當地確診，很大機率會是Omicron
，不過當地不一定每例都檢驗，但依盛行率推
估，機會是蠻高的。

近期 Omicron 的出現導致各國邊境緊縮，

而台灣的狀況，羅一鈞表示，國內至今仍無檢
出 Omicron 案例，而近期也有來自重點高風險
國家返國的國人，包括1位來自奈及利亞、4位
馬拉威等，所幸至今檢驗皆是陰性。

國內疫情方面，昨新冠肺炎本土、死亡個
案都+0，新增11例境外移入個案，其中7人突
破性感染，2人接種情況調查中，突破性感染者
接種的廠牌為AZ、科興及莫德納。昨指揮中心

也公布本周最新定序，共新增15例Delta個案，
其中1例來自德國，為Delta+，至今我國已驗出
3例Delta+，15例中有9位突破性感染，包括5
位AZ疫苗、國藥2位、BNT及科興各1位。截
至目前，國內新冠肺炎共累計1萬6637例確診
、848人死亡。

逾3千居家醫療團隊 明年3月推虛擬健保卡

疫停2年 台北國際書展2022年6月登場

羅一鈞：駐南非2人員確診
感染Omicron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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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跟學校僅隔一條馬路卻不能讀？」桃
園市議員徐其萬指出，中壢區青園國小對面就是大園民
生社區，但因學區劃分有問題，孩子無法就近到眼前的
學校就讀。教育局回應，新興重劃區的確會面臨這問題
，現在正進行各學區審議，明年初公告111年學區劃分
。

徐其萬表示，青園國小與民生社區僅有一條馬路之
隔，有住戶向他陳情，指出民生社區未被納入青園國小
的學區範圍，要到其他較遠的學校就讀。他呼籲教育局
學區劃分要再調整，不要發生學校就在對面，卻無法就
讀的問題。

教育局回應，為紓解青埔地區學生就學需求，2020
年新設青園國小，並借用青埔國中教室正式招生，目前

青園國小新建校舍尚未完成，而該校依交通動線及距離
遠近規畫學區，導致鄰近的民生社區未納入青園國小的
學區，而是屬於青埔國小學區。

教育局表示，由於有家長及議員反映，且已收到中
壢區公所提出的申請，將於6日進行桃園市學區審議小
組會議討論。教育局坦言，桃園建設多，新移入人口眾
多，許多新興重劃區因新增鄰里，學區會變得混亂，如
有民眾、議員等人反映，經公所提出申請，都會納入桃
園市學區審議小組會議討論。

教育局說，青園國小第1期校舍預計將於2022年啟
用，師生將返回原校址就學，市府將配合該校設校進度
，近期會重新檢視該校111學年度學區劃分，保障學子
就近入學權益，維護學生就學安全。

學校在家對面學校在家對面 竟無法入學竟無法入學
桃園青埔學區劃分出問題桃園青埔學區劃分出問題

澎湖雙湖園水資中心
獲公共工程金質獎

（中央社）全國首座智慧無人汙水廠澎湖縣雙湖園水資源回
收中心今年正式啟用，縣府首次推薦新建工程案參選營建署全國
「第21屆公共工程金質獎」，一舉獲獎，堪稱澎湖公共工程新

榮耀。
減少海域汙染及促進離島水資源永續利用，內政部營建署統

籌規畫設計，
澎湖縣府負責
施工執行，投
入經費 1.5 億
元打造全國第
1 座智慧無人

汙水廠澎湖縣雙湖園水資源回收中心，每天可處理680噸民生汙
水。

雙湖園水資源回收中心設計首重環境永續，強化減少操作人
力、延長履約期限至8年、水資中心公園化、放流水循環利用4
大核心理念。

家戶汙水經過活性汙泥膜濾法處理後的乾淨放流水可以
100％回收再利用，全數補注興仁水庫旁140公頃澎湖休憩園區
的天人湖水源，挹注澎湖用水資源。

全廠導入智慧雲端管理，同時配合明年完工的光榮廠汙水處
理中心遠端監看及控制操作模式，水資中心雲端智慧管理平台同
步上傳相關數值及操作數據，真正無人廠站。

工務處表示，雙湖園水資中心是澎湖首座引接汙水下水道的
水資源回收中心，深具指標意義，更是縣府歷年來首次推薦參選
工程，贏回澎湖縣首座 「第21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全縣已有
330家戶接入水資中心，有效把汙水變淨水活化再利用。

東勢林管處徵森管員 月薪最高4.5萬
（中央社）為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東勢林區管理處已進用

30名原住民員工，進用比率高達24％，更榮獲110年非原住民族
地區超額進用約僱等五類原住民族特優獎。即將舉行的森林護管
員甄試也放寬學歷資格，並設置原住民族保障名額，月薪最高可
達4萬5045元，6日報名截止。

林務局111年約僱森林護管員甄試將於12月25日至26日舉
行，全台8個林管處共招考38人，其中東勢林管處錄取5名，原
住民族應錄取至少2名，候補5名，應試科目包含騎乘循環檔機

車、負重跑走、筆試及口試等。
森林護管員每月薪酬3萬30元起，依考核結果最高可晉至4

萬5045元，另可併計高山或偏遠地區加給，並可依勤務內容支
給山地巡護作業費；享有年終工作獎金、勞健保、勞退、員工年
度休假及未休畢慰勞假加班費等福利。

任職多年的資深森林護管員表示，捍衛森林是一份艱鉅使命
，所有的辛勞，在看到高山的雄偉、雲海的奔騰、森林的浩蕩無
際與動物的美妙身影後，都甘之如飴。

東勢林管處指出，近年有泰雅族、阿美族、布農族、鄒族等
原住民，投入森林護管員工作，擁有樂觀爽朗的態度，加上強健
體能及對山域熟悉度，在林業領域如魚得水，如破獲林政案件、
深山特遣任務、山難救助、防救森林火災、野生動物保育等，表
現相當傑出。

為鼓勵原住民投入山林巡護行列，本次森林護管員招考放寬
應考資格，原住民族若具國民中等學校學歷，最近5年累計任職
甄試簡章所訂相關工作經驗1年以上者，即可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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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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救濟
移民局政策手冊第十章關於公眾

負擔的條文中明確指出，失業補助不
在公共負擔的考量範圍。失業救濟更
像是平時交的失業保險earned credit
，失業之後領取保險收益。政策原文
請看此鏈接：https://www.uscis.gov/
policy-manual/vol-
ume-8-part-g-chapter-10

但是我們不建議持有 H-1B、
L-1、O-1、TN 的人士領取失業補助
。

持有上述非移民工作簽證的人士
一旦失業，便立即失去在美國合法居
留的身份。此時向勞工部申請失業補
助，是不合適的。

對於其他等待綠卡的申請人來說
，現階段很難準確的預測在這個非常
不確定的時刻，移民法近期內是否還
會有大的調整。所以對於等待綠卡的
申請人，不領失業救濟比較安心。

另外，從申請失業補助的資格來
看，很多外籍人士受工作身份限製並
不具備申請資格。包括德克薩斯州在
內的大部分州的勞工部都要求申請失
業金的人士“必須在出現了新的工作
機會後可以立即開始工作”（able to
work，available to work，and look-
ing for work），但像H-1B一旦失業
還需要新雇主花時間重新提交I-129
申請，新雇主是否願意申請工作簽證
並不確定，這就大大降低了外籍人士
馬上開始新工作的靈活性。

聯邦政府補助
外籍人士領取聯邦政府針對疫情

發放的補助金是否會被認定為“公共
負擔”？

這筆針對疫情的政府補助金將不
會被視作“公共負擔public charge”
，報稅中被列為稅收抵免項（tax
credit），而不是額外補充收入。稅
收抵免不算在公共負擔考察範圍內，
所以不管現在身份是H-1B工作簽證
、等排期、還是已經遞交了I-485都
不受影響。

相關常見問題解答
問：對於公共負擔的領取時間有

沒有規定？10年前申請的福利會影響
綠卡申請嗎？
答：公眾負擔考量的是申請人在36個

月內，領取福利超過12個月的情形。
問：被列入公眾負擔考量的福利

項目主要包括哪些？
答：
1. 安全補助救濟 (SSI: Supple-

mental Security Income)
2. 困難家庭臨時救助的現金福

利(TANF: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3. 用於支付長期看護中心的醫
療救助金（如養老院或福利院Hous-
ing Program）

4. 食物券 (SNAP: Supplemen-
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問：不在公眾負擔考量範圍內的
福利項目主要包括哪些？
答：
1. 緊急醫療救助
2. 緊急災難救助
3. 短期非現金緊急救助
4. 根據“國家學校午餐及小孩營養
法”規定的援助
5. 根據中小學相關法律法規提供的
援助
6. 公眾免疫
7. 傳染病檢測和預防
8. 勞動獲得的支付（如社會保險
Social Security）

問：移民局考慮公共負擔的因素
包括哪些？
答：
1. 年齡
2. 健康程度
3. 家庭情況
4. 資產情況
5. 資產來源
6. 經濟狀況
7. 教育和技術背景

問: 假如申請人沒有申請任何福
利，而是子女或父母申請福利? 是否
會影響申請人的綠卡申請?

答：不會。據“公共負擔”新規
定所述，聯邦政府僅對尋求移民身分
的人士進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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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取失業救濟和聯邦政府補助是否影響綠卡申請領取失業救濟和聯邦政府補助是否影響綠卡申請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BB88
星期六       2021年12月4日       Saturday, December 4, 2021

中美論壇



BB99
星期六       2021年12月4日       Saturday, December 4, 2021

基督教

他（摩西）說：

「這道離你不遠，正

在你口裡，在你心

�。」就是我們所傳

信主的道。

羅馬書 10：8

保羅引摩西的話，說，「道」就在人身邊，

只要口�認耶穌為主，心�信祂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信耶穌，「心口合一」就夠了，就那麼

簡單，簡單就是智慧。

為什麼單靠十字架上救贖的恩典，就能

得救？因為耶穌捨身流血，彰顯父神的大愛；

復活，彰顯聖靈的大能。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黃明鎮牧師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還在教會打網球哩！任德威姊妹在先生回

天家後，她的小妹鼓勵她來加入作號角月

報寄報義工，轉眼13年，她是風雨無阻，

無論酷暑嚴寒，她都搭公車兩趟來到藍星

印刷廠作號角寄報義工。小立姊自癌症醫

療中心作護士退休後，主動加入寄報派報

義工行列。一美姊妹說她是自"晚晴"公寓

作經理退休後來作寄報義工的；周光祖弟

兄曾作餐廳老闆48年，陳弟兄作餐廳老闆

22年，Margaret(宓麥蘭)開餐廳 33 年；看

到每位義工退休後，謙卑喜樂作主聖工，

令我感恩有她／他們作忠心的義工，求天

父記念施恩賜福給他/她們。

11月30 日11:10am出席"金冠"餐廳~角
聲寄報/派報義工感恩餐會如下：

1. 唐一美/寄報~西南國語教會

2. 安琪/糖城派報/寄報~美南台福

3. 周小立/寄報/糖城派報~懷恩堂

4. 任德威大姐(86歲)/寄報~西南國語教會

5. 周武籐牧師

6. 劉美牧師/師母~迎主教會，寄報/派
報中國城。

7. 周William/寄報/派報

8. Terrisa Chou/寄報

9. 周媽媽(95歲)/寄報~西區中國教會

10.Jack Chan寄報/派報~WHCC
11. 宋建田

12. 徐台麗/寄報~曉士頓中國教會。

13. 小淑/寄報~西南國語教會

14. 曾惠蘭/糖城派報~FBCC
15. Margaret(宓麥蘭)/寄報~聖經教會

16. 張Simon/寄報~聖經教會

17. Nancy Liu/角聲德州總監/兼角聲休

士頓分會主任~HCC
18. 潘師母  寄報/派報/號角TX版同工~

西南國語教會

19. Mona林美君/新派報義工/糖城區~
西南華人浸信會

◎友人來信
1) 感恩號角月報德州版，透過這些派

報/寄報義工忠心服事，撒發福音種子，使

多人蒙恩得救！～伍牧師/NJ
2) 願神記念並祝福為神國度擴展的義

工們。榮神益人，喜樂、平安、健康！

～李戴京惠

3) 師母， 謝謝11/30"金冠"的寄報派報

義工聚餐，請向Nancy轉達我们的謝意。

感謝主保守我們。多謝師母召集，筹

備。～胡周小立

4) 同聚在一起 ， 同作主工。～安琪

5) 感謝主耶穌，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為 上帝擺上。～美蘭 

我的朋友許佩

文姐Dorcas (越南

華僑 /76歲)12/1她
10:40am搭機自紐

約飛去迪拜，需要

飛行12個小時。另外有兩位好友林安國牧

師的師母74歲暨謝姐妹77歲自加州飛，感

謝天父保守Dorcas賜她通達的道路，平安

抵達迪拜國際機場。

許姐妹說她們三人是應迪拜華傳教

會、中華教會的邀請前去支援。迪拜華人

教會牧師希望她可以多停留三個月幫助他

們教會。許佩文1945年在越南出生，21歲
在銀行工作時聽聞福音信主；1975年結

婚，一對兒女先後誕生；1991年舉家移民

美國。她告訴筆者在越南xx教會是做教會

的幹事，協助牧師工作。

許姐妹曾是角聲同工，我們彼此代

禱。2005年她去中國福建三明市角聲華恩

兒童村(兒童之家)做院長10年，愛心照顧

陪伴教育無父母在身邊的兒童們。

2008年，許佩文獲選為「三明市十佳

文明市民」。

2009年，許佩文獲選「三元區道德模

範市民」。三元區，正是三明市角聲華恩

兒童村所在地。

2010年，許佩文獲當地百姓選為「感

動三明的十大女性」。

這三個獎項中，前兩個是當地政府，

對許佩文的愛心付出，所表示的肯定和支

持；而後面一個，則切實表達了三明百姓

對許佩文的讚賞和嘉許。

她因為膝蓋關節痛，走路不便，而退

休返美治療。有一年在紐約開角聲週年慶

年會時，我們曾歡喜彼此見面交談。

許姐妹在先生2017年徐德長離世回天

家後，靠主耶穌恩典，走出喪偶痛，繼續

活得精彩，蒙主耶穌恩惠仍四處去探訪鼓

勵朋友們，她每年抽空去中國探望兒童之

家的孩子們與員工們。這兩年因為疫情而

暫停。

住在賓州的許姐妹說:今年四月底把每

年出國旅遊或去短宣用的預算$2000捐給

一位弟兄開刀用，因為疫情沒打算出國，

但萬萬沒有想到天父恩待她，也有為她去

迪拜預備免費機票啊！有朋友幫助她募款

買機票。

《箴言11章25節》好施捨的，必得豐

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11/30 (星期二)
感謝角聲德州總監/兼角聲休士頓分會

主任劉徐樂平Nancy Liu愛心為角聲寄報/
派報義工舉辦感恩餐會。使大家歡聚"金
冠"餐廳，一起交談，享用美食；我們義

工來自不同的教會，有的是夫妻檔、有的

是個人參加寄報派報義工行列，有位周媽

媽93歲那年也來幫忙寄報，她身手矯健，

再次出征-老當益壯
◎方華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偉大的聯繫

許佩文姐妹去迪拜短宣與空服員合照留念。

長大了才會

發現過去的美好，

才會想要去珍惜。

珍惜時間，更要

珍惜自己與關心

你的人，最重要

的是珍惜你與永

生神的關係。

「弟兄們，

你們要謹慎，免

得你們中間或有

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　神離棄了。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

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

希伯來書 3:12-13 
10/28/21 英文每日金句

Keep your heart with all vigilance, 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 Proverbs 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 守一切。因爲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10/28/21 金玉良言

生命太短暫，小時候你看人家老了，

現在人家看你老了。何必停留在不開心的

過去，而去錯過了本該屬於自己的美好幸

福的明天。不一樣的你我，就有不一樣的

心態，就會產生不一樣的人生。學會寬恕

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簡單就是智慧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人有神的愛和能力，就能鹹魚翻身，生

命煥然一新。

神像大富翁，大擺筵席，「祂用美物使

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願意進來享受的，人生就會重新來過。

　郭文仁牧師

號角義工感恩餐會，19位出席。

「角聲基督教佈道團」今年慶祝成立

39 週年，11 月 13 日在角聲使命中心舉行

感恩年會及籌款晚宴，角聲同工同心獻呈

感恩。今屆年會主題信息是「踏遍已得地，

擴展新境界」，勉勵同工繼續效法主耶穌，

走遍各城各鄉，回應社區的需要，建立清

晰的信仰見證，共同廣傳福音。

由於疫情，慶祝活動化整為零，分三

個星期，分別在布碌崙區（11 月 6 日）、

皇后區總部和角聲最新購置的紐約上州的

生命莊園 Eddy Farm（11 月 20 日）舉行。

11 月 15 日還進行了同工操練營，第一次用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慶祝 39週年：
從「歸零」擴展 | 「使命小組」行動：
聆聽支持、領人歸主、持續牧養

角聲使命中心感恩晚宴金 200人舉杯同慶。

實體與線上並行的方式，60 多位世界各地

角聲分會的同工不但沒錯過一年一次的相

聚，反更珍惜線上彼此分享的時光。

走過 39 年，勞伯祥牧師表示衷心感謝

那些始終如一地陪著「角聲」走了很多年的

同工及支持者，甚至有些是從第一天開始，

就一起同心同行的。謝謝弟兄姊妹的真情支

持，與我們一同走過漫長的事奉之路。更感

謝神真實不變的救恩、堅如磐石的應許、信

實足夠的供應，讓我們能堅持當初的呼召，

不隨波逐流，在諸般的困難中堅持到今天，

並且不斷被神擴展境界。

「角聲」邁步進入第 40 週年之時，為

了要走更遠的路，「角聲」鼓勵同工們建立

「歸零」的心志，願意再從零開始，迎接事

工上許多的「改變」與「整合」，即使可能

面對失敗，所有成果「歸零」，我們也不害

怕！我們珍重過去的成就，相信在主裡的勞

苦與奉獻是不可能「歸零」的，因為社區已

有許多的人因著角聲的努力而得幫助，主名

得榮耀。我們也相信願意「從零開始」的人，

就好像主耶穌所說的：「不要帶口袋！」這

樣可以輕省地、不計代價地帶著上帝的愛和

使命，更有力量地朝著上帝的標杆往前行！

為進一步落實「牧養圈外的羊」主所

給的託付，「角聲」計劃推出以「聆聽支持、

領人歸主、持續牧養」為己任的「使命小組」

行動，希望在迎接 40 週年時實現在教會和

社區有 300個以上的「使命小組」，透過「尋

找、餵養、保護、醫治」的牧養支持，讓許

許多多的同胞有機會進入救恩之門！

歡迎繼續奉獻支持角聲關懷社區的工

作：ny.cchc.org/support
如有回應及分享，歡迎電郵至 info@cchc.org

八位同工獲頒發長期服務獎：五位 20年，三位 10年。

角聲 幹事勞伯祥牧師在年會上分享「從零
開始」的心志。

因為工作的緣故，我拜訪過不少人的

辦公室，有很豪華的、有很平凡的、有整潔

的，也有亂七八糟的，讓我阿 Q 地覺得很

有共鳴。我不免留意一下他們放置了些甚麼

相片。

有些人會在辦公室放上家人的照片，

我常常會在醫生診所的桌上、牆上看到他

們配偶和子女的照片，如果這些照片能經

常提醒他們，他們診治的正是某些人寶貴的

家人，那就太好了！就算只是提供一點溫馨

的感覺，對病人也是有好處的吧！另外很常

見的是動物的照片，告訴到訪者主人家養有

寵物。為我看病的一位醫生曾這樣介紹︰這

（一隻八哥犬）是我的大兒子。

我最感沒趣的，是華麗的辦公室掛著

主人與眾名人的合照，這一張他從某顯貴手

上接過獎狀，另一幀他與某政要握手，諸如

此類。也許，這位要別人知道他有多重要，

甚麼甚麼大人物都跟他合照過呢。唉，如果

閣下真這麼有地位，照片就不只是握手了

吧！為甚麼不是在自己或對方家中吃飯談

天，又或一起遊玩時隨意拍的照片呢？前者

只能說明你見到了某某，沒有趣味；後者

則顯示你與某某真是認識的，那就有趣得多

了。

當然，我們都是小人物，如果認識某

一位大人物，又或是偉人的親屬，不免引以

為榮。中國人、美國人都喜歡出版「我在某

某身邊的日子」這類書籍，眾人都有興趣知

道你親身與名人共處的見聞。有時候別人記

得你，是因某人的緣故。試想像，如果你的

小學班主任現在當了教育部長，又或祖父是

革命先烈，你也會津津樂道吧！

基督徒的人生也是這樣。我們引以為

榮，因為我們認識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上

帝，不但如此，統管萬有的主宰接納我們作

祂的兒女。嘩，作為王的兒子、王的女兒，

是何等尊榮！但我們一點都不偉大，我們只

不過是有罪的凡夫俗子，只因為上帝愛我

們，使我們的生命能和耶穌基督發生聯繫，

我們的身份就改變了。那不是元首接見，而

是元首收養了我們；不是儀式上的握手，而

是親密的交往。我們不需要拍照去炫耀，生

命的改變和內心的更新印證了新的身份。

有位傳道人訴說他的經歷，他的一項

事工急需政府的批准才能進行，於是決定

去跟政府的主要人物面談，請求對方施與

援手。他不認識任何可做中介的人，就自己

直接到了政府總部，求見最高領導人。門

房守衛問他有沒有預約，他說沒有，然後他

告訴對方︰我是王的兒子，我想見領導人。

結果他就進去了，也見到了他要見的人，更

得到了想得的幫助。為甚麼？他不是要招搖

撞騙，而是他真的知道，自己是王的兒子。

王，是掌管天地萬物的主—上帝。這是人生

能有的最偉大的聯繫。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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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親子教育

很多孩子从小被教育遇事要冷静、

有教养，可家长却很少在关键时刻给他

们正确示范。

日本作家谷口雅春曾说：

“孩子的言行就像一面镜子，反映

着家庭和父母的精神，所以希望孩子好

，首先自己要起模范作用，父母或教育

者的日常性言行，对培养孩子的人格有

最强的说服力。”

想要保护孩子不受质疑，家长要做

的是身体力行做好榜样，从根本上影响

孩子的为人处世，而不是等到他行为不

妥时，才来胡搅蛮缠，强行维护。

01、解决问题，有时候“ 明 事 理 ” 比

“争对错”重要

解决一件事情，争对错真的那么重

要吗？

不禁想起曾经在火车上的一次见闻

：

一名四五岁的男孩，刚上车就趁家

长放行李的间隙独自在走廊奔跑，结果

一不小心与迎面走来的一位女士相撞，

孩子被撞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撞到的女

士也忙不迭道歉。

男孩妈妈看到这一幕并没有多说话

，而是先把孩子扶起来，同时跟女士说

：“没关系，他不乱跑也不会被撞到，

你没事吧？”

确认对方和自家孩子都没事后，才

一边温声哄哭泣的儿子，一边告诉他遵

守公共秩序的重要性。

有时候，家长不争对错并不是真的

不在乎，而是他们始终把孩子的教养放

在第一位。

好的家长，在遇到孩子问题时常常

冷静理智，永远不会因争一时得失而情

绪失控，因为他们知道对错不重要，解

决问题并让孩子在其中学到经验教训，

才最重要。

02、家长公共场合的过激行为，孩子深

受其害

还记得两年前，因家长过激行为引

发的学校群体性“罢课”事件吗？

事件源自某地实验学校一位家长发

的帖子。

帖子称，自家孩子班级有位同学，

是个被家长保护过度的孩子，每当Ta在

学校跟老师和同学稍有争执，家长就会

直接冲击学校、课堂，多次以极端方式

威胁，谩骂其他孩子、家长，甚至老师

。

事情最终发展到班级的部分同学以

罢课来表示这件事的抗议。

家长的出发点是怕孩子在学校受委

屈，却从未想过自己的行为不仅对孩子

起不到保护的作用，还把他彻底推到了

全校同学的对立面。

家长这样做，或许会被孩子当做依

仗，继续无法无天，然后被人教训，又

或许不情愿接受如此保护，但迫于家长

强势无力阻止，最终被排斥在集体之外

。

无论如何，家长的无所顾忌，最后

买单的都是孩子。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视频：

两名家长因停车问题在学校门口发

生冲突，厮打拉扯中，其中一位家长因

体力不足被打倒在地。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打斗发生时

，两者的孩子正在现场，当被打家长的

女儿在哭喊“别打了，别打我爸爸了”

时，打人家长的儿子却在一旁喊着“打

得好”。

一个孩子因为父亲挨打惊心害怕，

一个孩子则因为家长占了上风而骄傲自

得，父母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一次毫无

理智的过激行为，会给孩子带去多么深

远的恶劣影响。

哲学大家墨子在《所染》一书中曾

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

者变，其色亦变，故染不可不慎也！”

孩子是一张无瑕的白纸，家庭环境

和家长言行就是一个大染缸，稍有不慎

，就会让孩子染就一身与这个世界格格

不入的颜色。

为了让孩子在父母身上学会与这个

世界好好相处的法则，家长们，还请注

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吧！

03、给孩子处理事情的正确示范，最好

这样做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

《什么是教育》中曾写道：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每个家长都应该记得自己为人父母

的责任，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

处理事情的正确示范，身体力行把孩子

推向更光明的远方。

具体如何做呢？不妨试试以下几点

建议：

1、遇事冷静理智，以免激化矛盾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说：

“理智是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力量

，是世界上唯一自觉活动着的力量。”

家长理智了，面对冲突才不会盲目

失控、情绪崩溃，才有精力思考自己的

行为是否体面，是否给了孩子好的影响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本身和教

育孩子上来。

遇事保持冷静理智，不仅可以让自

己快速摆脱麻烦，还可以借机对孩子进

行好的引导和教育。

2、客观看待对错，不胡搅蛮缠

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家长：

当孩子行为失当，他们从不肯正视

孩子的错误，而是习惯胡搅蛮缠，试图

用“孩子还小”，“你这么大人了不该

计较”等理由强行为孩子遮掩。

遇到问题，家长客观看待孩子的错

误，不仅是自身教养的体现，更是抓住

了一次教育孩子的机会。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们纠

正不妥行为，并教会他们如何为自己的

错误负责，才是父母做过做正确的事。

3、注意自身教养，为孩子以身作

则

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曾说：

“尽管孩子们说不出，他们也能切

身感受到父母的生活态度。与其用嘴向

他们灌输正义良知，不如父母在自己的

生活中用身体力行来示范，可以说这才

是最高明的方法。”

的确如此，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人的教导能有家长以身作则来

得有用。

所以，日常生活中家长不仅要把自

身修养放在第一位，还要时刻牢记自己

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孩子的成长做示范

。

英国作家查· 艾霍尔曾说过这样一

句话：

“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

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

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有什么样的

性格；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

命运。”

每一个家长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

，那就是把好的言行习惯和价值观根植

到孩子的思想深处，让他们一开始就走

在正确道路上。

有人说，人类有义务将最美好的东

西给孩子。

良好的修养，高贵的人格以及快速

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属于这美好的一部

分。

愿每个孩子，都能从父母的手中接

过这些美好，活出更好的人生。

在孩子面前，“争对错”真的这么重要吗？

亞洲商會亞洲商會ACCACC 本周四舉辦本周四舉辦20212021年會年會
休士頓市長特納前來頒發休士頓市長特納前來頒發1212月月22日為日為 「「喻斌日喻斌日」」 文告文告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百餘位各族裔商界精英百餘位各族裔商界精英、、
領袖出席大會領袖出席大會。。

亞洲商會本屆會長喻斌亞洲商會本屆會長喻斌（（右三右三））率本屆重要幹部在大會上亮相率本屆重要幹部在大會上亮相。。

當天出席的貴賓當天出席的貴賓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
分行分行」」 總裁吳炳輝總裁吳炳輝（（右右 ））出席大會與出席大會與
「「亞洲商亞洲商 會會」」 喻斌會長喻斌會長（（左左））合影合影。。

哈瑞斯郡最高行政官員哈瑞斯郡最高行政官員Jack CagleJack Cagle
((左左 ））也蒞臨年會也蒞臨年會，，與喻斌會長與喻斌會長

（（右右 ））合影合影。。

休斯頓五星級房地產經紀休斯頓五星級房地產經紀 「「QQ RealtyQQ Realty
」」 負責人卿梅負責人卿梅（（右右））與與 「「亞商會亞商會」」 會會

長喻斌長喻斌（（左左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 總裁吳總裁吳
炳輝炳輝（（左左））與五星級房地產經紀與五星級房地產經紀」」 卿卿

梅梅（（右右））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右起右起））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長董事長、、
「「亞洲商會亞洲商會」」 候任會長李雄夫人彭梅候任會長李雄夫人彭梅、、

與著名教育家與著名教育家、、連鎖學校負責人李娟與連鎖學校負責人李娟與
美國貴賓在會上美國貴賓在會上合合 影影。。

休士頓休士頓TurnerTurner 市長市長（（左左））出席大會出席大會，，
頒發當天頒發當天 「「1212月月22日為喻斌日日為喻斌日」」 的文的文
告告，，並親自頒發給喻斌會長並親自頒發給喻斌會長（（右右）。）。

亞洲商會繼任會長李雄亞洲商會繼任會長李雄（（左左 ））
在會上介紹喻斌會長在會上介紹喻斌會長（（右右））與與

傲人業績傲人業績。。

「「亞洲商會亞洲商會」」 會長喻會長喻
斌斌（（中中 ））年會一開場年會一開場
即頒獎給兩位工作上即頒獎給兩位工作上
得力助手得力助手Barbara(Barbara(右右
））及及Paul (Paul (左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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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期間, 雖然新冠疫情還沒
有完全遲緩，但是只要身體健康，
家人無恙. 大家都很高興的懷著感恩
的心情來慶祝感恩節，並且散發感
恩的心情來幫助其他的人. 今年的
11月20日星期六，美南大專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的義工們 和 FASCA
的小朋友一起在喬治布希高中的停
車場發發放食物給 3,000個有困難
需要幫助的家庭. 這個活動是由福
遍郡家庭互助會 (Families Helping
Families) 一個非營業機關所主辦. 主

辦人 Quincy Collins 8年前開始創辦
這個組織，從每年幫助幾百個家庭
，到今年擴大成 3,000 個家庭，總
共花費45萬元. 每個家庭發給一個
禮拜早、中、晚三餐所需要的所有
食物雜糧, 加上感恩節盛餐所需要的
火雞和食品.

那天大概有500個義工參加盛
舉. 校聯會和 FASCA 的義工排到從
中午12點到下午3點的班. 有人幫
忙註冊義工，有人幫忙註冊開車來
領食物的家庭. 大部分的義工都在做

食物分發的工作. 校聯會今年第一
次參加此盛舉. 我們不但出錢也出力
，校聯會的徽章，也和 HEB 等其他
公司一起被印在 T-shirt 和登在網路
上. FASCA 的年輕朋友們，瘦瘦的
身材，沒有強壯的肌肉，但是他們
拿起20磅的火雞，整箱的雞肉香腸
等，來回奔走，毫無怨言. 那天福遍
郡的大法官 KP George, 以及主辦人
Quincy Collins 都特別過來和校聯會
及 FASCA 的義工們慰問合照.

星期六那天陽光普照，秋高氣

爽， 天氣非常的好. 能夠為社區服
務, 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得到他們所
需要的食品雜糧等，大家的心情都
特別的愉快 . 最近幾天許多的電視
台都有在報告這一個義舉. 助人為樂
，這麼有意義的工作. 校聯會的關懷
推廣委員會希望以後能夠繼續參與.
關懷推廣委員會的負責人徐小玲表
示， 這次非常謝謝前理事長鄭昭、
黃初平，前會長劉美玲、洪良冰，
現任副會長邱佩冠、戴珮青，校聯
會會員陳柏亮、鄭芳彥、宓麥蘭、

張鳴鐘 等熱誠的幫助.尤其是邱佩冠
、戴珮青兩位老師帶領著 FASCA 學
生們來參加，讓我們的義工團隊顯
得特別年輕有活力. 另外要特別謝
謝前理事長范增璞、黃初平、謝家
鳳，及前會長徐小玲慷慨解囊,捐款
贊助，使我們今年感恩節食物發放
的義舉得以完成.

20222022國際領袖基金會國際領袖基金會 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
即起接受申請即起接受申請!!

(華府訊): 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 的2022暑
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 (Civic Fellowship Pro-
gram) ，即起接受申請。約30名獲選的傑出
亞太裔大專院校學生將在暑假期間到華府，
進入各聯邦政府機構，美國國會議員辦公室
，非牟利機構，或智庫等處實習8到10週。

國際領袖基金會每年遴選約30名亞太裔
大學生，頒給獎學金，安排參加講座、領袖
力培訓課程，並進入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的聯邦政府各行政部門正式
實習，可深入了解美國國會、白宮的實際運
作。

在培訓期間，學員們將有機會經由”爐
邊談話”，小組討論，領導力發展工作坊等
各項領袖培訓課程與活動，和聯邦政府官員
，全球及全美各地的傑出企業家、社團領袖
等當面對談。

歷年來參加實習的亞太裔學員們，在國
會和聯邦政府各部門實習期間，表現都很優
異，備受肯定。學員們結業後，在各自的專
業領域也都有卓越表現。

參加實習的學員們，需負擔自己的旅費
，住宿及生活開銷。

國際領袖基金會主席徐紹欽 (Paul Hsu) 表
示， “國際領袖基金會的目標之一是培養並
支持下一代的公共服務領袖”。他說， ” 加
強接觸並認識公民參與非常重要，這樣青年
領袖才能以適當方式採取行動，支持他們的
社區”。

國際領袖基金會行政主任王靈輝 (Linh
Hong) 表示，”培養下一代亞太裔領袖是我
們的核心使命，我們幫助大專學生獲得技能
，經驗，以及成為領袖的必要見識，以持續
前輩們的奮鬥。國際領袖基金會公民事務獎
學金是學員們快速啟動事業及領導旅程的獨
特機會”。

國際領袖基金會鼓勵亞太裔大專院校本
科生申請。資格要求包括美國公民身份，平
均成績至少3.0，目前在或即將在信譽良好的
大專院校就讀。其他需要繳交的文件包括正
式成績單，履歷表，以及至少一封推薦信等
。

申請即起受理，文件須在2022年 1月 14
日，美東時間下午5點前送出。

查詢詳情或送交申請文件，請上網 https:
//www.ilfnational.org/fellowship/.

重要通知: 國際領袖基金會估計有效的新
冠病毒疫苗在2022年上半年時，已經到處都
有。申請者需要準備這夏季實習會在華府實
地舉行。不過視乎聯邦機構政策，有些或者
大部分的實習，可能在網上辦理。國際領袖
基金在申請及安置過程中會通知申請者。

查詢更多資訊，請上我們的網站: https://
www.ilfnational.org/fellowship/.

About ILF
國際領袖基金會 (International Leader-

ship Foundation) ，係全美最著名的青年領袖
人才訓練機構，以提升美國亞太裔地位，培
育國際青年未來領袖為目標，並結合美國政
經資源，以促進美國及亞太地區國際交流活
動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組織。過去近二十年來
，國際領袖基金會結合美國及亞太地區的領
袖資源，提供獎學金及領袖訓練，已培育、

輔導上千名美國亞太裔優秀大學生參加 「公
共事務實習計劃」 ，進入美國聯邦政府各行
政部門正式實習，並經由組團參訪拜會國會
及政府各部會，更全面的瞭解了美國國會、
白宮運作及制定政策的方式與流程。

參加活動者在實習期間，還有機會參加
企業與領袖高峰論壇，亞裔傑出楷模獎頒獎
典禮，進一步為將來提升美國亞太裔權益，
成為青年領袖人才做準備。

國際領袖基金是由前美國聯邦交通部次
長長傑龍 (Joel Szabat)，以及前美國聯邦商務
部副助理部長董繼玲以他們共同創辦的 「沙
加緬度教育夥伴計劃(PIE）」 為基礎，於1994
年在加卅創辦的培育亞太裔青年領袖機構。
2000年起，該會聯合全美亞裔企業及社區領
袖在華府增設了全美 「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
劃」 。

美國聯邦政府前商務部及交通部部長峰
田，美國聯邦政府前勞工部及交通部部長趙
小蘭，同為該會名譽理事長。

美南大專校聯會參與由福遍郡家庭互助會美南大專校聯會參與由福遍郡家庭互助會
主辦感恩節食物發放主辦感恩節食物發放

糖城廣場春節園遊會暨美南國際精品美食文化節糖城廣場春節園遊會暨美南國際精品美食文化節

拜登發起冬季冠狀病毒加強疫苗接種和測試活動拜登發起冬季冠狀病毒加強疫苗接種和測試活動
拜登的戰略是通過疫苗接種檢測方式來對抗病毒拜登的戰略是通過疫苗接種檢測方式來對抗病毒

（本報訊 ）為慶祝明年春節虎年的到來，
位於糖城和密蘇裡兩城之間的糖城廣場，將於
2022年1月29日週六在該地舉行盛大的糖城園
遊會暨美南國際美食文化節。

這次的美食節活動的宗旨是傳承中華美食
文化，促進中餐和西餐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並
增進美國德州休士頓、糖城和密蘇里市居民文
化與情感交流。美食節展示比賽的菜品包括中
餐、亞洲餐和西餐。以中國食品為主，並宣傳
中國過年節慶的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

在傳統的中國新年春節之際在美國德州休

士頓，糖城和密蘇里之間的糖城廣場舉辦的美
食節，是得到了恆豐銀行和芝加哥產權公司的
贊助，及美南山東同鄉會、休士頓各社會團體
、全美中餐業聯盟、美中餐飲業聯盟會、中國
食品文化研究會、山東精品旅遊促進會、山東
省魯菜研究會的大力支持。

美南國際精品美食文化節採用展示會，競
賽，品嚐會等形式，宣傳促進世界各地各族裔
特色美食、文化的融合和發展。

這次參加美食沙龍的餐廳團體有25家之多
，其中包括川味、魯味、粵味菜係的知名餐廳

和台灣、貴卅，湖北、上海、北京等具有代表
性的風味小吃，以及美國、墨西哥、越南、菲
律賓、韓國等國際餐飲店和甜品店，各種美味
小吃應有盡有。

當天的活動安排如下：
一、 開幕：10點18分開始，舞龍舞獅
二、 中國樂曲演出，服裝表演
三、 武術表演
四、 美食沙龍邀請休士頓及全美的中餐

、亞洲餐、西餐的店家現場烹製美食供遊客品
嚐。

五、 家庭業餘組菜品展示，評委會評選
出金、銀、銅獎各一名。

專業組菜品展示，評委會評選出金、銀、
銅獎各一名。

美食文化節2022年1月29日週六在糖城廣
場舉辦，時間為上午10點到下午4點，免費入
場，免費停車，希望來賓都有一個吃得開心、
玩兒得高興、看得過癮愉快的美食文化節。還
有部分攤位，還有部分攤位，餐票可以預購，
有意者請洽：281-242-6655或833-651-2848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12 月 1 日，美國疾
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確認美國首例omi-
cron變異株感染病例，進一步印證了這種毒株
已經傳播至全球大部分地區。omicron感染病例
的出現導致道瓊斯指數一天下跌 400 多點。12

月 2 日，美國出現多起 omi-
cron感染病例，拜登總統於週
四啟動一項更緊急的活動，他
公佈了他的冬季增加了疫苗接
種抗擊冠狀病毒及 omicron 變
體的計劃。該計劃包括要求私
人保險公司支付在家中進行病
毒測試的費用，並收緊對進入
美國的人的測試要求，無論他
們的疫苗接種狀態如何。官員
們表示，拜登除了建議美國人
在室內公共場合戴口罩外，不
會採取其他措施。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和 預 防 中 心

CDC確認美國首例omicron變
異株感染病例，印證了這種毒

株已經傳播至全球大部分地區。該病例11月22
日從南非返回到美國，此前完成了全程疫苗接
種。病患出現了輕微症狀，目前有所改善，從
檢測為陽性起就在自我隔離中。所有密切接觸

者均已聯繫到，病毒檢測皆為陰性。該病例於
11月21日啟程前往舊金山，次日飛機落地，11
月25日出現症狀。

拜登的首席流行病學顧問福奇表示，據他
了解，這個加州的病例之前接種了兩針Moderna
疫苗，但沒有打加強針。鑑於這種病毒的流行
程度，美國首例omicron病例的確診仍然對人們
心理上造成衝擊。加州州長GavinNewsom表示
，不需要恐慌，但我們應該保持警惕，我們要
打疫苗，打加強針，在室內戴口罩。到目前為
止，醫生和研究人員報告說，與omicron毒株有
關的大多數病例都是輕症。

拜登週三表示，出台的戰略不是通過關閉
城市或封鎖國家，而是通過更廣泛的疫苗接種
、第三次加強接種疫苗、檢測等方式來對抗病
毒。拜登政府已開始將加強注射的廣泛採用視
為今年冬天對抗冠狀病毒的最有效工具。醫學
專家福奇說，第三次加強接種疫苗可以提供針
對冠狀病毒的增強和更持久的保護，讓1億尚未
獲得加強接種疫苗的符合條件的美國人獲得接

種疫苗，包括新的變種。
為了鼓勵更多人服用加強劑，拜登政府正

在加強與老年人的直接接觸老年人是最容易感
染病毒的人群。白宮表示，醫療保險和醫療補
助服務中心將向所有6300萬醫療保險受益人發
出通知，鼓勵他們接種加強劑量。AARP 將與
政府合作開展老年人教育活動。政府表示，它
正在為老年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免費提供5000萬
次冠狀病毒測試，以便在老年中心和社區站點
進行檢測。白宮表示，從下週開始，所有前往
美國的旅客，無論其國籍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
，都需要在登機後一天內提供冠狀病毒檢測呈
陰性的證明，這是對omicron變體的額外預防措
施。大多數雇主會要求工人接種冠狀病毒疫苗
一項新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雇主將要求工人
接種疫苗，到目前為止，大約 59%的美國人已
全面接種疫苗，疫苗強制要求並未導致辭職人
數激增。白宮表示，拜登還將要求在飛機和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指令至少延長至3月
中旬。

1212月月22日日，，美國出現多起美國出現多起omicronomicron感染病例感染病例，，拜登總統於週四啟動拜登總統於週四啟動
一項更緊急的活動一項更緊急的活動，，他公佈了他的冬季增加了疫苗接種抗擊冠狀病他公佈了他的冬季增加了疫苗接種抗擊冠狀病
毒及毒及omicronomicron變體的計劃變體的計劃。。



BB1212
星期六       2021年12月4日       Saturday, December 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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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