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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董事長
雷仲達率隊親赴美國休士頓，
於 2 月 10 日 在 凱 悅 飯 店
（Hyatt Regency）舉辦其新
設休士頓分行之開幕慶祝午宴
，現場政商、各界貴賓雲集，
包括知名台商如：台塑、大成
鋼鐵、陽明海運、長榮航空與
中鼎工程，及美國當地政商代
表如：德州眾議員Gene Wu、
休士頓市政府發展局長 An-
drew Icken、大休士頓商會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
nership）執行長 Bob Harvey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羅復文均到場共賀開幕
喜事。另德州州長 Greg Ab-
bott、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德 州 眾 議 員 Angie
Chen Button均派代表致送賀
詞，休士頓分行的開幕慶祝酒

會啟動儀式即在賓客一片祝賀
聲中圓滿完成。合作金庫雷董
事長於席間致詞時表示，感謝
休士頓經文處的協助，也對州
政府各級長官、眾議員及在地
台商朋友於分行籌備期間的支
持表示謝意。

合作金庫近年來不斷拓展
海外市場，特別關注美國疫後
復甦及未來升息趨勢，故於美
國休士頓再設分行，除為其在
美第4個營運據點，亦為境外
第25個據點。合庫表示，德州
第一大城為休士頓，休士頓同
時也是墨西哥灣沿岸最大經濟
中心，根據《Fortune 500》
企業總部報告顯示，全美前
500大公司中，有高達24家將
總部設於休士頓，僅次於紐約
的66家及芝加哥的35家，是
以考量休士頓位處美墨兩國的

樞紐位置，該分行
之成立將可增強對
墨西哥灣區客群之
服務。此外，雷董
事長亦已責成美國
4家分行深掘當地
商機，強化區域內

同業合作關係，期望美國地區
之盈餘貢獻能再創高峰。

合作金庫銀行在董事長雷
仲達的帶領及同仁們的努力下
，近年營收屢創新高，110年
度自結累計稅前盈餘為215.78
億元，稅後盈餘為188.61億元
，分別達年度目標125.45%及
129.99%，無論稅前或稅後盈
餘，均為八大公股銀行第一，
也創歷史新高。

未來合作金庫將持續調整
營運策略，不間斷地將創新思
維帶入經營理念，並整合金控
資源，提升跨業經營綜效，以
精益求精，成為客戶信賴的國
際性銀行。

徐慕平老師命理初級班徐慕平老師命理初級班
33月月33日起每周四晚線上授課日起每周四晚線上授課

「「紮根全球佈局紮根全球佈局 拓展海外據點拓展海外據點
合庫休士頓分行開幕慶祝酒會合庫休士頓分行開幕慶祝酒會」」

（本報訊 ）徐慕平老師命理初
級班開班囉，

從2006年開始⋯
這個班級，是我的第十一期命

理學
初級「入門」授課！
歡迎舊雨新知、大家一起來參

加這個研習命理的大家庭！
⋯時間：
每個禮拜四；
晚上七點到九點；
**從3月3日 、週四2022年開

始**

⋯地點：
以ZOOM Meeting的方式；與

大家在空中見面。
⋯課程內容:
中華文明⋯（山、醫、命、相

、蔔）中之⋯
「命、相、蔔」的部分。
*「命 」的部份：
以紫微 鬥 數為主、子平八字

為輔.
*「相」的部份：
人相、屋相（即⋯風水）
*「蔔」的部份：
教導⋯我使用超過30年的⋯

「孔明⋯大易神數」蔔卦法。
⋯「授課」的部分：十週!
授課結束後、進入

「研習、討論」階段：每週六、
3～5PM

ZOOM Meeting學無止境、終身
研習！

⋯學費：
1）：授課、研習。皆為免費

！
2）；大家分擔 ZOOM Meet-

ing 的空中網路費用。
⋯報名
* 微 信 WeChat 報 名 ：

832-202-5568
*Gmail 報 名 ： Asiastrolo-

gy@gmail.com
報名填寫內容包括：
大名、性別、目前居住地點、

職業、中文程度、命理知識程度
（曾經看過之命理書藉、曾經師承
何人）！

Email address、手機號碼、微
信號碼。

收到報名資料後、隨即會通告
上課聯結之

ZOOM Meeting ID
passCODE

隨著年齡的增長，人體血管不斷發生退
行性改變，可導致血管變窄變脆，造成腦出
血、腦梗塞、冠心病、高血壓等危險。注重
血管彈性的保養，積極採取預防保健措施，
可有效降低心腦血管疾病發生的風險。

綠蜂膠富含多種功能因子和大量活性物
質，特別是黃酮、萜烯類等，成就了它廣譜
的藥理特性和別具一格的防治心腦血管病的
顯著療效，對於維護血管健康，保持血管年
輕化效果顯著。

1、強化整體免疫功能。綠蜂膠是一種天
然的高效免疫增強劑，能刺激機體的免疫機

能，增強巨噬細胞的活力。這是綠蜂膠防病
抗病的基礎，有助降低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
率。

2、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人體代謝產物自
由基可使脂類物質變成過氧化物沉積在血管
壁上，導致血管變硬、通道變窄，容易形成
堵塞，引起血管破裂。過剩的自由基還會作
用於DNA，使細胞癌變或死亡。

綠蜂膠中的黃酮類、萜烯類等物質，具
有很強的抗氧化性，能有效清除過剩自由基
，同時還能顯著提高機體內的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的活性，阻止脂質過氧化。

3、保護和維持血管年輕化。綠蜂膠對輔
助治療心腦血管疾病有明顯效果，它能有效
改善毛細血管的通透性，遏制血管硬化，改
善微循環，並有明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
壓的作用，從而防治多種心腦血管疾病。

綠蜂膠中眾多功能因子協同作用，能淨
化血液、清除斑塊和沉澱，再加上其抗氧化
、抗菌消炎的作用，從而增強血管彈性，有
效遏制心腦血管病變的發生和發展，為健康
長壽注入了無窮的動力源泉。

野花牌綠蜂膠，蜂膠中的王者，巴西第
一名牌，世界公認最佳品質：自1982年以來

最悠久的生產歷史，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高
，淨濃度85%，超高類黃酮含量、超高酚多
體含量，且絕無蜂蠟無酒精，不含任何重金
屬有害元素。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
區總代理

Email： service@bpropolis.com 網 站:
www.bpropolis.com 網上中文快捷訂購！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
保持血管保持血管““年輕態年輕態””

睡眠與健康睡眠與健康 -- 調整晝夜節律改善睡眠調整晝夜節律改善睡眠

由張⽂慧博士主講的健康⽣活營養
課程，去年2021春季開辦後，廣受好
評。如果您錯失上次在線上實體上課
(Zoom)的機會，現在可以報名。

根據美國國家癌癥總署(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和疾病管製中心 (CDC)
，⼤約百分之90到95的癌癥是由與環
境和⽣活型態相關的因素所造成，不是
遺傳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抽煙、不當、
酗酒、體重過重和體能活動不⾜。這些
因素也提⾼罹患慢性疾病如糖尿病、中
⾵、⾼⾎壓和心臟病的⾵險。均衡與正
確的飲習慣有助於保持⾝心的健康，這
包括攝取種類多元化的物，以提供

適量的熱量和各種營養素。美國農
業 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根據健康飲物盤的原則，
建議適量攝取包括五種基本物種類（即
榖物類；⽔果類；蔬菜類；⾁類和⿂、
蛋及⾖類；奶和奶製品），並積極減少
油、鹽、糖的攝取。飲不均衡或營養不
良可導致肥胖或缺乏某種營養，繼⽽增
加患上多種疾病如心臟病、腦⾎管病、
糖尿病、⾼⾎壓和⼀些癌癥的⾵險。

光鹽社本著「預防勝於治療」和倡
導「健康⽣活」的信念，特別設計8個
如何維持健康飲和⽣活方式的⼀系列課
程, 提供正確和最新的資訊給⼤家。此

課程由具有豐富營養和專業知識的張⽂
慧博士主持。張⽂慧博士具有細胞與分
子⽣物學博士(病毒複製特變機製), 細胞
⽣物學碩士(腫瘤細胞免疫方向), 人類營
養科學碩士，和腫瘤分子治療博士後及
癌癥與營養研究經歷。張博士熱心傳播
營養健康科學知識，舉辦和應邀講演了
非常受歡迎的系列健康專題講座。

上課形式：
線上實體上課 (Zoom)或⾃學課。

⾃學課學員將在每堂直播課⼀周後收到
課程回放的YouTube鏈接。學員可按照
個人的合適時間，隨時觀看課程影片。
當學員完成所有課程的要求後 (包括六
個月追蹤問卷)，將會獲贈$15的Ama-
zon禮品卡 (禮品卡只限發德州居民)。

課程內容： 消化健康：癌癥預防、
維持健康體重、讀解食品營養標籤、添
加糖和甜食與健康、脂肪和膽固醇與健
康、食物選擇和食品安全、堅持體能活
動。
現正接受報名， 欲報從速。
報名截止日：2022年2月28日
報名方式：請按下其⼀的的連結(中/英)
或掃瞄宣傳單中的二維碼。完成問卷的
學員，將在 2 月 28 日收到直播課的
Zoom鏈接。
中 ⽂: https://shsu.co1.qualtrics.com/
jfe/form/SV_5dUpylvSdf1hxiJ?Q_Lan-
guage=ZH-S

English: https://shsu.co1.qualtrics.
com/jfe/form/SV_5dUpylvSdf1hxiJ

請致電 713-988-4724 詢問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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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多國舉辦主題活動慶祝新春佳節多國舉辦主題活動慶祝新春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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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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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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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奪得非洲杯冠軍塞內加爾奪得非洲杯冠軍

中國女子冰球中國女子冰球11--22負瑞典負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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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過年期間，大鵬灣湧入不少遊客，
未料 「疫情下的人潮不等於錢潮」，民眾對搭大眾
運輸有疑慮，進而衝擊遊湖產業，團客退光、散客
意願低，業績僅有往年同期的1成，業者苦嘆比去
年三級警戒還慘，盼鵬管處減免停泊費度難關。

「完全超乎預期！」洪姓遊湖業者指出，去年
11月疫情趨緩，遊客回流、生意相當好，當時還在
擔心春節期間會不會人手不足，不料疫情再度爆發
、團客退光，而到過年時見到大批遊客湧進大鵬灣
，還以為見到曙光，沒想到疫情下的人潮根本不等
於錢潮。

業者分析，疫情下民眾的旅遊心態與平常不同
，會想出去玩但要往戶外走，且盡量避免與他人待
在密閉空間，所以都採自駕遊、少搭大眾運輸，但
沒想到，多數遊客竟將遊湖船歸類在大眾運輸，不
管怎麼解釋都沒用，最終出現人多卻生意慘淡的詭
異現象。

業者說，往年過年期間，不僅團客全滿，現場
還會有散客排隊候補，未料今年春節遊客比往年多

，但生意卻奇差無比，僅有往年同期的1成，且實
際狀況還比去年三級警戒時還要慘，至少當時因三
級還有補助，但現在二級什麼都沒有。

業者強調，他們並非希望要升三級領補助，但
很需要公部門伸出援手，目前團客已經退到5月，
而疫情還在燒，誰都不知道還能撐多久，若鵬管處
能減免或調降停泊費，能替大家減輕不少負擔，疫
情下每月數萬起跳的停泊費，對業者來說是個承重
的壓力。

對此，鵬管處表示，業者反映屬實，但基於行
政機關依法行政立場，希望業者能體諒管處的難處
，全台有13個國家風景區，就因應疫情減免租金一
事，都需有中央統一指引，所以目前管處無法給予
準確答覆，不過會往上呈報，讓中央知道地方業者
的處境。

鵬管處說，疫情下的旅遊型態確實有改變，所
以大鵬灣的遊湖產業非個案，這是 「通案」問題，
因此建議業者先照契約走，待中央有新指示後也不
會吃虧，該退的錢不會少給。

（中央社）春和景明，櫻花盛開，遊客在櫻花季前搶進武陵
農場賞花，昨湧入1萬1110人、2700車，今天更衝上1萬2192人
、2916車，刷新歷史紀錄。公路總局為此連夜邀集相關單位會商
疏導措施，並加強橫向聯繫疏運作為，今日大幅改善車流壅塞情
形，獲用路人讚許。

武陵櫻花秀自2月12日至28日，但天空作美，本周花海芳
澤繽紛，遊客絡繹不絕，前日已有塞車至台7甲情形。為此，公
路總局近期每日加強橫向聯繫，今早8點武陵停車場將滿，車流
回堵台七甲，即啟動遠方四工處宜蘭轄區、高工局國5等電子牌
面CMS宣導用路人改往其他景點。

除遠端宣導改道作為，在台7甲線及台7線等重要叉路口，
除固定式資訊牌面宣導停車場已滿請改道外，也在重要路段佈設

臨時資訊牌面宣導改道；再請警廣臺中分臺、臺東分臺、宜蘭分
臺等，提高武陵農場停車場狀況及即時車流，加強宣傳用路人改
往其他景點。

此外，也聯繫武陵農場場方收費人員加至3組，以利加快進
場車流，且場內也由場方自主加派人力指揮車流。另警方也加派
多組人力在台7甲53.5k及中124武陵農場路口指揮交通，接近10
點車流湧現，再於思源埡口增加管制點，採分流分點管制。

谷關工務段段長呂正安表示，今日雖然仍有不少遊客興緻高
昂慕名前往賞花，但塞車情形已顯著改善，且顯得平順有序。事
實上，公總、四工處、二工處昨（2／10）討論到深夜12點，今
早8點即再視訊會議，且二工處谷關段也細心地在台7甲沿線加
設4處停等時間牌面（7甲50k、51k、52k、53k），提醒用路人

進入場區需等待的時間。
另外，四工處及二工處皆全天候透過網路、CCTV監看即時

車流，再加派公路保全全天現場監看車流，回報於行控中心，即
時研判採行疏導車流作為。

今日的疏運頗具成效。現場等待民眾表示，雖等待大約半小
時，但牌面清楚告知訊息、警察指揮有序，又能順利進到場區賞
花，十分值得，也感謝公路、場區及警察單位的用心。

公路總局呼籲，櫻花季期間僅限有通行證者才可進入，也請
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讓各地遊客皆盡其興、公路疏運盡其
成效、農場作業滿足各方旅遊。

武陵櫻花季狂吸1.2萬遊客
公總連夜會商疏運奏效

（中央社）嘉義耐斯王子大飯店近年力行節能減碳，落實具
有環境政策及環境管理方案，包括大眾浴池泡湯廢水用於植栽澆
灌、食材優先在地採購、餐飲廢水設油脂截留設施等，去年首度
參加環保認證就獲得銀牌標章認證，成嘉義市首家環保標章旅館
。

今嘉義市長黃敏惠親自前往耐斯飯店頒贈認證獎牌和環保標
章使用證書，由飯店營運長王俊典代表受贈，黃敏惠表示，甫贏
得台灣最美飯店的耐斯王子大飯店無論在服務品質、軟硬體設備
都非常盡心盡力，對環保、低碳工作更是用心，得到銀級環保標
章旅館認證實至名歸。

王俊典表示，飯店嚴格執行減碳目標，包括餐廳食材優先採
用在地生產農產品，以減少碳足跡，節能、節水措施包括提供接
駁車定點接送、室內照明及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逾半數
使用節能燈具，另大眾浴池廢水與其他作業廢水分流收集，經毛
髮過濾等簡易處理後，回收作為周圍花圃澆灌使用。

除推減碳輕旅行住宿專案、飯店相關耗材及清潔劑等均優先
採購具有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綠色產品外，飯店附屬商店也銷售
具有環保標章等綠色產品，為使一次用產品減量與廢棄物減量，
餐廳提供客戶可重複使用布巾或餐巾，至於餐飲廢水設置油脂截
留設施處理、餐廳抽油煙機加裝油煙處理設備及除臭設備等，王

俊典也展現企圖心，強調會盡力挑戰金牌標章。
黃敏惠說，綠色旅遊為國際趨勢，也是嘉市推動重點，以友

善環境觀念為出發點，鼓勵民眾響應綠色消費，旅遊住宿的服務
，可選擇以環保標章認證的旅館業為優先選擇，減少資源的耗損
。

環保局長蕭令宜也說，耐斯王子大飯店確實落實環保工作，
從企業環境管理、節能、節水、綠色採購及一次性用品減量等都
非常到位，期待耐斯飯店能當領頭羊，帶領上、下游業者共同來
響應環保行動。

嘉市首家！用泡湯池廢水澆花
嘉義耐斯王子大飯店獲環保標章

疫情下人潮不等於錢潮
大鵬灣遊湖船業績僅剩1成



BB66
星期六       2022年2月12日       Saturday, February 12, 2022

台灣新聞

（中央社）台南某私立高中女學生確診，因
其於 2 月 7、8、9 日擔任學校冬令營隊輔，隊輔
學生有 38 人被匡列，其中 34 人為台南人，昨天
下午由衛生局急送往集中檢疫所，台聯台南市黨
部前主委陳昌輝今天爆料，指接獲友人投訴就讀
高二女兒是被匡列學生之一，但學校一通簡訊及
衛生局電話就將人帶走又不知目的地，家長和學
生一頭霧水、為之驚慌，還有小孩訴苦今天直到
中午都沒吃到早餐，希望家長送泡麵止飢。

陳昌輝說，投訴家長跟他說，昨天上午臨時
接獲營隊老師簡訊通知自己孩子是匡列者，市府
會派人接走並到集中檢疫所隔離。家長四處詢問
校方、老師皆無所獲，隨即就接到衛生局來電，
告知中午派車接走該學子至集中檢疫所隔離。家
長跟衛生局人員商討，為孩子準備個人行李和藥
品，最後傍晚派由專車接送孩子去隔離。

陳昌輝批評，過程中，衛生局一通電話說要
派專車前往接走孩子，程序沒有完整明確告知家
長來龍去脈，也沒有主動告知要將孩子送到哪做
集中隔離。也有家長反映防疫計程車開抵家門，
司機口罩還沒有完整戴好，下車後才開始著裝穿
防護衣，而且車子外觀也沒有防疫專車標誌，司
機也沒出示任何相關市府證明文件，僅憑口頭一
句就載走未成年子女，徒增家長憂慮。

陳昌輝說，他今天中午與這名被匡列女學生
聯繫，得知今天早餐遲延1個多小時才送， 「被
集中獨立隔離，還要餓肚子。」他痛批，台南市
政府防疫措施遇到緊急況狀當然有必要依照實際
情況做即時處理，但絕不是緊急到連被匡列者本
人或是其相關家屬都資訊不公開。

台南市衛生局回應，有關家長反應居家隔離
流程、集中檢疫所延遲送餐及防疫計程車司機隔
離裝備問題，因集中檢疫所由中央統一安排及調
撥，被匡列居家隔離學生及陪同居隔的家長入住
前須提供個人資料，因此衛生局電話聯繫家長時
均會詳細說明緣由，待家長提供個人資料後衛生
局會提供給南區管制中心，也才能安排集中檢疫
所。

此外，檢疫所每日皆會於上午6時40分廣播
並將早餐送至隔離者房門口，中餐、晚餐提供前
也會廣播；亦有向入住隔離者說明，若所提供的
餐點無法吃飽，可以向檢疫所反應，檢疫所會再
額外提供餐點或點心。另也說明，防疫計程車外
擋風玻璃均會放置 「防疫車隊不搭載一般乘客」
告示，並要求駕駛確實穿戴防護設備，針對家長
疑慮，將持續要求防疫駕駛出車前落實標準流程
辦理。

台南私校學生確診
遭匡列學生送檢疫所過程草率家長氣炸

（中央社）雞蛋價格明起產地價漲2元！為
了穩定物價，農委會從去年起希望雞蛋批發價
凍漲，至今已凍漲超過50天，但許多蛋雞農反
映飼料成本上漲導致不敷成本、血本無歸，因
此農委會也同意，明天起批發價調漲2 元至46
元、產地價格則調漲2元至每台斤36.5元，無疑
打臉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日前宣布雞蛋產地價格
每台斤34.5元凍漲到2月底承諾。

陳吉仲近日才在農委會召開記者會宣布，
農委會將從至2月28日為止，補貼蛋農出售雞

蛋時每台斤3元，希望鼓勵蛋農生產，也會把雞
蛋的產地價格穩定在每台斤34.5元。

據農委會估計，目前每天缺蛋上看140萬顆
，農委會畜牧處副處長江文全表示，今天上午
邀集產銷業者雙方座談，仍認為雞蛋價格要適
度反映雞蛋產銷現況，因此將在明天批發價調
漲2元，從每台斤44元調整至每台斤46元、產
地價格也將從每台斤34.5元同步調整至每台斤
36.5 元，如果按照雞蛋價格連動模式，預估明
天傳統市場散蛋每台斤價格、平價洗選蛋等也

會連動調整2元。
江文全說，至於每台斤補助3元的 「生產成

本與損失補貼」仍會維持，補助3元是因為降低
飼料成本。至於後續價格是否會有變動，江文
全說，會視後續產銷狀況調節。

「仍要回復到市場機制」，台灣優良蛋品
發展協會理事長邱石崇說，調整2元對雞農不無
小補，調漲價格後也能減緩消費者消費、以價
制量，盡速達到平衡，但他坦言，若以占蛋雞
飼料7成的美國原物料玉米期貨來看，價格持續

飆高，仍無法平衡生產成本。
台北市蛋商公會理事長高傳謨說，農委會

調整產地價格每台斤2元加上日前宣布的每台斤
3元補助，等於蛋農每斤多賺5元，對於蛋農來
說不無小補，之後如果天氣慢慢回暖自然就會
漸漸平衡，但他認為，目前每台斤漲2元不會影
響消費者消費意願， 「就算漲5元、漲10元仍
一堆消費者搶購」，應該要到清明節左右才會
平衡。

雞蛋批發價格凍漲50天 明起產地價格調整2元至3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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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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認為應該將美國
作為永久居住地,通常在美國境外的時間不應超過
六個月。如果綠卡持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過
六個月,最好要申請有效期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
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外形很像護照，一般兩年有效。第二次申請通常
一年有效。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過三個月
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但持有白皮書
一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根據美國移民局關於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的規定：凡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
必須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信息提取程序，以
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查。移民局強烈建
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成此程序。申請人應該至
少提前兩到三個月提出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
申請。有特殊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證的申請人，
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文件，並提供預付
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移民法還要求在遞交回美
證的時候，申請人必須在美國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六個月,但是

來不及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需要
準備相關的證明文件:

1. 證明親屬關系紐帶：有家人或親屬定居在
美國的證明。 如配偶的工作證明,報稅證明,子女在
美國的上學證明,成績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國的雇主證
明，美國生意的執照等，報稅紀錄等。如果離開
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公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
信件和薪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所有權證書
，房屋貸款證明，銀行流水，信用卡使用紀錄，
會員證，車輛的所有權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
險，健康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與動機：如
離境半年以上，是否有回美證。是否有任何證據
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特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
病，照顧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超過一年，

又沒有有效的回美證，怎樣才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駐中國的大

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期逗留的

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因的證明

材料。例如，如果因健康的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
，需提供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例如病歷、醫院
證明等。所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果是因
直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須提供該親
屬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和親屬關系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申請人面談。這
一輪的面談只是決定是否符合申請回美簽證的要
求。如果領事決定符合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會
寄一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下來需要等待
第二輪的面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的所有
材料後做出決定。在兩輪面談中，都必須有證據
證明逾期逗留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法控製的特別
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今年將於3月1日到18日東

部時間中午12點註冊今年的H1b工作簽證抽簽程
序。美國移民局於2021年12月22日在聯邦公報
上正式宣布撤銷H-1B按薪資抽簽的新政。2021
年1月8日，移民局公布H-1B按薪資抽簽的新政
將於2021年3月9日生效。但在2021年2月8日
，移民局宣布將此新政延期到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19日，美國商會在北加州地區法院
就新政的有效性提起訴訟，法院在2021年9月15
日撤銷該新政。

2. 截止到2022年1月25日，移民法庭有超
過一百五十萬的案件等待審理，是美國歷史上移
民積壓案件最嚴重的時期。

3. 美國公民護照過期也可回美，年底前無
需換發新護照。 美國務院12月21日晚間發表聲
明指出，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各地美國使領館
暫時關閉或縮減護照換發服務，造成民眾換發護
照面臨耽擱，海外的美國公民2022年3月31日前
，可持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過期的美國護照入
境。護照過期也可以回美國的條件為：美國公民
目前正在國外尋求直接返回美國，美國領土，或
在其他國家轉機後返回美國或美國領土。過期護
照原有效期為10年或如果簽發護照時年齡在15歲
或下，護照的有效期為5年。護照在申請人手中且
沒有被損壞。

4. 移民局在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表示，
2022年9月30日前暫停移民體檢醫生的簽名日期
必須在材料遞交前60天之內的要求。
5. 根據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2022財政年
度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翻倍。可用名額遠遠超過
移民局目前正在審理的第一和第二類職業移民的
案件。這將大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
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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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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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類別的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打指
模費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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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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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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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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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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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
10:00AM-1:00PM.

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宜和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宜和
最新移民消息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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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利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持你，安慰你！

多多回信：

師母，還在查感染來源，靠著退燒藥

退燒的。謝謝師母和梁牧師暨各位弟兄姐

妹的關心和禱告！ 謝謝師母，最近身體狀

況太差，心裡難過灰心。昨天晚上突然有

一瞬間感覺主耶穌一直是在幫助我，看顧

我，一直在救我，主還是愛我的。

潘師母：多多，妳隨時在醫院病房或

在家時播放敬拜讚美詩歌，也可以放聖經

神的話，宣告提升你的信心打屬靈爭戰--
心思意念方面，惡者仇敵常攻擊要我們神

的兒女灰心、懷疑、不信、每天宣告領受

神的醫治--香香牧師主講-在youtube觀賞

多多：好的，謝謝師母建議，經常聽.. 
師母：晚安！

2-8 我們有幾位教牧同工12:45 pm在"
金冠"歡聚，左起：鄭隆保牧師師母，鄭嘉

惠，潘師母，王德發的牧師(站立)，謝天

育牧師師母，梁德舜牧師師母，李秋霖牧

師（提早離席）。

感謝謝天育牧師夫婦今天愛心請各位

吃午餐，他很高興與鄭牧師師母40多年老

友再見面，也很歡喜可以彼此認識各位牧

師師母們；謝牧師夫婦去年12月自密蘇里

州搬來休士頓住，40年前在紐約衛理會牧

會，鄭牧師在紐約中宣會牧會，擔任主任

牧師。大家歡喜相聚首，2-13鄭牧師夫婦

返台半年後，打算再來美探五個兒女全家

與孫輩們，祝福各位下次再見！

請也為鄭隆保牧的心律不整代禱，鄭

師母說鄭牧師也是有時心跳每分鐘只有48
下。很多年老病號了！也不怕了，鄭牧師

笑說：工作尚未做完，天父還不要他回天

家。 
◎友人來信

Sue姐妹來信

謝謝師母：你每天都轉發聖經的經文

給我，我好感動，對我也是一種好的習慣

養成，活出美好，金玊良言，還有英文每

日金句，我太有福了，我無論在那都有教

會的姐妹陪伴，時常帶著聖經像講故事一

樣，讓我更容易理解，我太有福了。感

恩！阿們！

台灣好友美美

轉發來給我看有關

日本女作家兼商界

聞人曾野綾子在

八十多歲時，出書 
（熟年的才情／天下雜誌出版）論述「如

何怡然自得、樂觀奮進的度過晚年？」筆

者閱讀後摘錄給讀者共享：

曾野綾子她直接向自己和年長者提出

六項挑戰，從「要求自己」做起：

1.  工作 (work)：
「人應工作死方休」雖然富裕，她沒

雇用傭人，家事如買菜、做飯、清潔、洗

衣、種花，凡事自己動手做。其實這符合

「非運動式活動療法 \ Non-exercise activity 
thermogenesis (NEAT)」的學理和主張。在

沖繩島長壽村的住民一生

工作，沒有65歲退休的概

念。

2. 獨立(independent)
許多老人習慣依賴，

成為「幫我族」，或倚老

賣老。例如在公車上，長

者要學習不期望別人讓

位。自己執行該做又能做

的事，少麻煩別人。

3. 通達 (flexible)：
「恰如其分」的生活，立志不依賴配

偶或兒女照顧。通情達理，沒有錢，就不

要「打腫臉充胖子」。若已身無分文，也

要有「死無葬身之地」的覺悟。

4. 信仰（faith）：
曾野綾子四十歲時開始勤讀聖經，她

說上帝的話就像是一付度數正確的眼鏡，

可以把人生看得清清楚楚。離開人世，也

有個好去處。

5. 獨處 (alone)：
孤獨是必然的，不當做負面或自憐，

反而是感受人生寧靜、喜悅的大好機會。

不但可以發現自己，也可以嘗試合情合理

的的冒險。

6. 面對 (realistic)：
老化、孤獨、疾病、死亡是人生的一

部分，學習開朗而不愁煩的面對現實，從

中找尋樂趣或安慰。活著時要將身後事安

排妥當，不要給別人添麻煩。

俄國著名心理學家巴甫洛夫說：“快

樂是養生的唯一秘訣。”快樂與健康是天

然相連的，進入老年後如何讓自己更快樂

呢？（下週待續）

2-6 關懷多多姐妹

多多，妳退燒了吧!在醫院你可以安

心休養身心靈。梁德舜牧師是我們西南國

語教會顧問牧師，他關心妳們母女倆，他

每天為妳禱告。我們都了解妳的身體受苦

了，耐心等待恢復健康，求主大能膀臂扶

從「要求自己」做起

「問安與祝福」－願您平安

◎方華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读经是读给

自己听的，不是读

给别人听的；听道

是建造自己，不是

为别人听的，个人

要遵行神的话尽自

己该尽的责任。

「教会怎样

顺服基督，妻子

也要怎样凡事顺服

丈夫。你们作丈夫

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

教会舍己。」以弗所书 5:24-25   
02/10/22 英文每日金句 :
However, let each one of you love his wife 

as himself, and let the wife see that she respects 
her husband. Ephesians 5: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

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

5:33
02/10/22 金玉良言 :
夫妻本不相同其个性，见解各异，凡事

见仁见智。若是相同就是多余的。但要彼此

接纳别人的不同的见解；又当彼此存敬畏基

督的心，彼此顺服主的教导；其结果夫妻的

看法、见解会愈来愈接近，关系也会愈好。

容易容易是能容则易；不可能是不，可

能。顺服就蒙福。

　郭文仁牧師

右邊的我，左邊的我

我於一九七一年出生在中國大陸，

小時候能記得的就是觀看如何批鬥「走資

派」，然後就是全民為毛主席、周總理的

逝世戴孝，打倒「四人幫」。

上小學後開始學習「五講四美」、「三

熱愛」（愛黨、愛人民、愛社會主義），「學

習雷鋒好榜樣」（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

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殘酷無情）；後來

上中學，大學，學習「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

認識主耶穌之後，才意識到，在我過

去所接受的教育體系裡面，缺少了愛；而

且還有意無意地挑撥仇恨，如鼓勵清算，

以及階級鬥爭等。我信耶穌以前，感覺在

這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再能讓我感動；認

識耶穌之後，卻常常被主的愛感動得落淚，

讓我意識到自己仍是一個有靈魂、有感情

的活人。

我第一次聽到耶穌的名字是在中學課

堂上，和宗教聯繫在一起，凡是有關耶穌

的，不是「精神鴉片」，就是「帝國主義

侵略中國的幫兇」，此外再也沒有聽過或

接觸過「耶穌」兩個字。

二○○四年我來美國費城，首先好

奇地發現美元鈔票上都印有 IN GOD WE 

TRUST（我們信靠上帝）幾個字；後來妻

子信耶穌，央求我去教會，說：「上帝愛你

遠遠超過我對你的愛！因為上帝就是愛。」

基於維護家庭和睦的角度，我終於第一次

走進教會。當時感覺聖潔的氛圍籠罩著我，

第一次發現聖詩原來是充滿愛的言語，如此

優美動聽，觸動人的心田，敬畏之心油然而

起。

再後來是牧師每晚打電話請我們去查

經，甚至親自開車到門口來接，並且每晚都

和我深談，曾經談到半夜。看到牧師和弟兄

姊妹的熱情，也不好推辭，只好耐著性子

聽。

起初最難接受的就是叫我承認自己是

罪人。心想：我一不搶，二不偷，憑良心生

活，靠勞碌所得，何罪之有 ?! 感謝上帝，

沒有讓我心硬，儘管我當時沒有心悅誠服；

但看到牧師如兄長，弟兄姊妹如親人，妻子

也已經歸信，且有平安喜樂。二○○四年十

月十五日半夜，我終於承認並接受主耶穌基

督是我的救主。後來讀羅馬書十章 10 節，

知道：「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

就可以得救。」二○○五年三月廿七日復活

節，我和妻子一起受洗，正式歸入主耶穌基

督。

天父是愛
雖然我已經信主，理性上也覺得應該

有一位上帝；但有一段頗長時間心裡沒有聖

靈的感動。後來漸厭煩牧師每天的催逼，從

此不去教會和查經。現在回想起來，我感謝

那位韓國牧師當初如此相「逼」，更感謝上

帝沒有離棄任憑我；而是耐心地給我時間，

等待時機讓我完全信服。

二○○五年五月，我在費城信望愛教

會參加一次佈道會，第一次真正被主的愛感

動，聖靈充滿，淚如泉湧。反覆聽幾位來自

中國的傳道人分享，堅持查經，週日敬拜，

心靈越發受到震撼和激勵，終於心悅誠服地

跪在主耶穌基督的面前。上帝的愛是如此深

切，我實在無法否認祂。感謝上帝對我的憐

憫！感謝上帝對我的揀選！

被聖靈感動後，再去看周圍世界，彷

彿世界翻新過一樣，處處是上帝的奇妙作

為，空氣、雨水、鳥語花香，都在述說上

帝的愛。我一下子好似看透了這個世界和

世上的人，主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我人生第一次明白了我的「過去、現在和將

來」—我過去從哪裡來、現在為甚麼活著、

將來要到哪裡去。雖然生活中我仍有自己的

追求；但我知道追求的最終目的是認識主，

經歷主和榮耀主。

當我們全家順服聖靈的引領，在家庭

裡以基督為首時，上帝也賜福我們的婚姻

和孩子。信耶穌前，我和妻子發生摩擦時，

不免彼此挑剔，指責對方；現在則變成省

察自己的不足和虧欠。上帝因此也大大祝

福我們的婚姻，讓我們更加用心地去體貼、

接納、包容、欣賞對方，更加相愛，遠遠超

過從前。而且，愛主越深，愛對方也越深。

在教育子女上，聖靈也引領我們明白：

應該像天父愛我們一樣愛孩子，接納他，鼓

勵他，靠著上帝所賜的能力幫助他克服眼前

一個又一個的困難，讓孩子從小認識耶穌，

親近主，信靠和經歷上帝。感謝上帝在我

們孩子身上的奇妙作為，讓他們的身心靈

越來越強壯。

作為一個由「無神論」教育背景下走

過來的基督徒，我想由衷地說，人內心深處

都有對美善的追求和渴望；而一切的良善都

來自於造我們的上帝，祂是我們天上的父，

祂就是愛。願世上每一個還未信靠主耶穌

基督的人，都能回轉謙卑在主耶穌基督的面

前，承認祂為個人的救主，萬事以祂為首，

必得更豐盛的恩典和祝福！

（作者是醫學博士）

（文載自［中信］）

上帝的細心和體貼，是你永遠想像

不到的，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來限制上

帝的做法。因為上帝是無限的神，在祂

有許多的可能性。即便你現在還沒有感

覺到上帝的恩典，但是請你不要失望、

也不要沮喪。因為上帝沒有忘記你，你

的幸福正在路上，上帝已經為你預備好

了，就等著你向祂開口！

願上帝賜福你：

上帝很清楚你想要什麼，然而請你

給祂時間，也給自己時間，讓上帝預備

適合的環境和時間。在正確的時間、正

確的環境裡，上帝會將你所想要的賞賜

給你，所以只要你大大的向上帝開口，

上帝一定會大大的充滿你，因為祂是愛

你的神，好好的享受在祂的愛河裏！祝

福你今天有美好的事發生。

（以賽亞書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

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

的橛子。

（詩篇 20：4）
將你心所願的賜給你，成就你的一切

籌算。

年輕時長輩會告誡我們小心交友，

不要輕信別人。有話說︰「知人口面不知

心。」從外表很難知道一個人的真正面目。

你看那些犯法的人，通常都不會有甚

麼特殊的猙獰面貌，讓人一看就知道，也就

是普通人一個，走在身邊毫不起眼。即使是

專業犯案者，也以正常的生活及工作來掩

飾。有些屬於病態行為的人也會有一定的掩

飾方法；何況有些罪案是一時失控做出來，

沒失控時，當事人和你、我沒有甚麼分別。

外表的確看不出來。因為人是複雜的

個體，生活又充滿了選擇，不同的選擇，就

有不同的後果。猶太人相信人裡頭有兩種性

格，一個好，一個壞。也都有兩個守護天

使，好天使在他右邊，不斷把他向上提；壞

天使在他左邊，不斷把他向下拉。漫畫裡也

常看到，一個人想做抉擇時，一邊的天使叫

他向善，另一邊的鬼魔叫他行惡。

內心兩種聲音不必到甚麼人生交叉點

才會出現，而是一生相隨，每天邂逅。希臘

哲人蘇格拉底說，人性好像趕著一馴一野兩

匹馬拉的戰車的人，野馬代表感情，馴馬代

表理智。感情更為難馴是不爭之事；不過卻

不可視感情與理智為對錯的對

立，因為理智不一定對，感情

不一定錯，畢竟要兩馬協調才

能順利前行。

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中，有

幾位特別出名，像彼得，他是

個勇敢的人，老師突擊考試，

他首先作答（耶穌問︰你說我

是誰，只有彼得敢回答）；做

實驗時，他也先行去做（看見

耶穌在水面行走，他問准了，

便踏出船外）。可是在耶穌被捕受審的時

候，彼得卻害怕得不敢承認與耶穌的關係。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彼得？而勇敢的與怯懦的

彼得的確是同一個人。

另一位是約翰，寫了好幾卷經文，最

著名的是︰再三叮嚀信徒要彼此相愛。在跟

隨耶穌的某一天，正往耶路撒冷前進時，主

吩咐幾個門徒先行到前面的撒瑪利亞村莊找

尋落腳點，豈知那村莊的人拒絕接待他們。

得知此事，約翰說︰「老師， 要我們吩咐

火從天降下來，燒滅他們嗎？」嘩！動不動

要用天火懲罰人的約翰，與諄諄告誡要愛人

的約翰，也真是同一個人。

人的特色就是我們裡頭的雙重性格、

兩種張力。只有一位能有力量控制我們惡的

一面，發揚善的一面，更讓善成為至善，這

位就是耶穌基督。如果兩匹馬的韁繩交在耶

穌基督的手中，祂會為我們駕好馬車。因為

祂懂得我們裡面的掙扎和矛盾。祂不搶你的

控制權；但要是你把控制權交在祂手中，祂

就陪伴你一起前進。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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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婚姻觀

在感情的世界中，你会发现，

有些人很爱你，但是说到要结婚，

就立马变了，不是从不提结婚这件

事，就是在你提 结婚这件事的事情

，回避问题。

面对这样的男人，我们会纠结

，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们，是不是

真的在乎我们的感受，于是我们会

想不通，会不理解。

但其实，在爱情的世界中，并

不是一个人爱你了，就会和你结婚

，一个人和你在一起了就会和你结

婚。

有些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压

根就没有想过结婚这件事，不过是

和你在一起而已。

有些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

过是临时谈谈恋爱而已，若是你以

为可以和对方一辈子，那就错了。

所以你要明白，不是一个人和

你在一起了，就一定是想要和你结

婚的，有些人是不想的。

而在感情的世界中，你要知道

“想结婚”和“想娶你”是不同的

。

想结婚和想娶你是不同的

想结婚的人，有很多种，他们

和你在一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结

婚，而无关乎爱情，但是想娶你却

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爱你的，想要

给你美好的未来，想要和你好好地

生活。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都要明

白，一个人想结婚和想娶你是完全

不同的，而未来过的生活也是不同

的。

那些想结婚的人，大多是年龄

到了，有没有合适的伴侣，在家人

的介绍下，或者是亲人的催促下，

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人

，从而在一起结婚。

而那些想娶你的人，却不是这

样想的，他们和你结婚，无关乎年

龄，无关乎合适与不合适，而是真

正爱你的人，他们爱你，所以想要

和你在一起，他们喜欢你想要和你

一起。

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很在乎你

的感受，想要给你美好的未来，于

是会用心对你，用心和你在一起，

对他们来说，你很重要，是他们一

生想要一起过的伴侣。

所以说，同样的结婚，却还是

不同的心理，最后换来的是不同的

结果。

想结婚的人，是为了完成任务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甚至是你正在经历的。

他们年龄到了，却一直没有合

适的伴侣，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不

是没有对象，就是没

有合适的人，于是家

人会经常催婚。

有时候不仅是家人

催婚，过年过节的，

亲戚朋友都会催婚。

面对大家的催婚，

他们很痛苦，也很着

急，慢慢地就变了心

态，觉得有个合适的

人就行了，就可以结

婚了。

此时有人给他们介

绍，他们看到一个人

给他们的感觉还可以

，经济条件也不错，

工作也不错，就会选

择和这个人结婚。

而这样的结婚，是

无关乎于爱情的，不

过是为了完成任务。

朋友小张就是这样

的，他今年 32 岁了，

一直都没有合适的对

象，以前的时候，小

张有一个恋爱的对象

，两人谈了很多年，

最后在商量结婚的时

候，闹翻了分手了。

而分手之后，小张

就一直没有遇到一个

合适的人，让他心动

的人，最后到了 32 岁

了，家人实在着急得不行，小张也

开始着急了。

最后家人开始安排小张去相亲

，过年期间，小张相亲了 20 几个人

，最后遇见了一个相对来说各方面

都比较合适的女孩。

于是他们在一起不久就开始谈

婚论嫁了，最后就在一起了。

其实，这样的结婚，不过是想

结婚而已，并不是真的想要娶一个

人，想要给一个人美好的未来，而

是因为年龄到了，该结婚了，刚好

遇见了一个合适的人，就结婚了。

想娶你是真的爱你

可是，一样的结婚，有一种却

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是想要娶你，这

样的人一定是真正的爱你的人，一

定是真正的在乎你的人，这样的人

很在乎你的感受，也是真正的想要

和你一起度过一生。

对他们来说，你很重要，对他

们来说，你是他们真正想要在一起

一辈子的人，你是他们真正想要过

一辈子的人。

而这样的人，和你结婚，是为

了给你幸福，也为了自己的幸福，

对他们来说，结婚这件事，和别人

是不行的，只能和你。

同事小兰的男友就是如此的，

小兰和男友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

男友就和小兰求婚了，男友说，自

己很爱小兰，想要和小兰在一起度

过余生，小兰余生的幸福只能自己

给，而自己未来的幸福，而已只有

小兰能给，于是他果断的和小兰求

婚。

并且为了以后的生活开始努力

了，其实感情的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一个人真正爱你的时候，他们是

愿意给你美好的未来的，愿意和你

在一起一生的，愿意娶你的，对他

们来说，你是不同的，你的幸福只

有他们给了他们才会放心。

而他们余生想要一起度过的人

，也只有你，这样的婚姻是有爱的

，是真正幸福的婚姻。

女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想娶你的人

婚姻，对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 件 事 ， 当 你 选 择 一 个 真 正 想 要

娶 你 的 人 ， 那 么 未 来 的 生 活 必 然

是 很 幸 福 的 ， 但 若 是 你 选 择 了 一

个 不 爱 你 的 人 ， 你 会 发 现 ， 未 来

的 生 活 很 难 ， 而 你 的 日 子 也 会 过

得很难。

所以，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一

定要选择一个想要娶你的人，真正

想要和你一起过一生的人，真正想

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人，想要给

你幸福，也拥有幸福的人。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感

受到温暖，感受到幸福，感受到爱

，而这样的生活才是幸福和美好的

。

当你到了结婚的年纪，没有合

适的人时，不要着急了，慢慢来，

相信一定可以遇见一个真正合适的

人，遇见一个真正爱你的人，遇见

一个真正想要娶你的人。

当你遇见了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也变得不同了

。

“想结婚”和“想娶你”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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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休城社區

前些天，一段金丝猴在雪地上直立

行走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大家的关

注和热议，只见画面中一只活泼的金丝

猴，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般，蹦蹦跳

跳地直立前进，模样煞是可爱。

说起来，金丝猴在我国，可是“国

宝级”动物，特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

猴、黔金丝猴，更是我国独有的稀有物

种，数量极其稀少，是难得的珍贵动物

，因此，这一次拍到了金丝猴雪中行走

的视频，也是极为罕见的。

从分布来看，金丝猴在我国的主要

栖息地，分别是贵州的梵净山、云南和

西藏芒康县境内，还有就是四川、陕西

、甘肃、湖北这几个省份的高山地区。

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个地方，就是一

直以来，经常被人好奇是否真的有“野

人”存在的神农架地区，那么，既然金

丝猴直立行走看起来和人一样，神农架

的“野人”会不会也是它们呢？

金丝猴会是一直在寻找的神农架

“野人”吗？

神农架是我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在我国很多古籍中，也有关于“神农架

野人”的记载，只不过到了现代，伴随

着目击者的增多，也让“神农架野人”

变得更为出名。

说起来，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

之前，神农架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纯

原始地带”，从1958年起，才开始逐渐

开发，而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神

农架中有金丝猴的存在。

一直到上个世纪后期，来自华东师范

大学的学者，和国际联合的科考队，一起

进入神农架，寻找可能存在的金丝猴，在

当地的一户农家中，真的找到了一张保存

多年的金丝猴皮，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农

架的金丝猴，才渐渐被大家熟知。

那么，自古以来，神农架地区被目

击到的“野人”，会不会也是可以直立

行走，看起来像人一样的金丝猴呢？别

说，还真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在1977年，古人类学家周国兴

教授就曾经参加过一场“神农架野人”

大搜查行动，结果根据普查发现，很多

村民在描述“野人”模样的时候，这些

描述特征，很多听起来都好像是在描述

金丝猴。

而且通过对一些村民保留的“野人

骨头”检验，结果也发现，这些所谓的

“野人骨头”也都是来自于金丝猴，和

生活在神农架的短尾猴。

所以，周国兴教授推测，或许是因

为人们过去对金丝猴不熟悉，当在山林

中，远远看到直立行走的金丝猴，就会

误将它们认作“野人”，否则，不可能

“神农架野人”传说有上千年历史，却

一直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活的“野人”。

不过，这里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就是很多目击者口中的“野人”，都是

身高接近2米的模样，可是，金丝猴最

大个体高度，却不足0.7米，显然，这里

也存在着“身高不符”的问题。

说起来，金丝猴是我国少有的，发

现即“濒危”的稀有动物，那么，究竟

为何金丝猴的数量会如此稀少呢？它们

又有何特别？

金丝猴为何是濒危物种？

研究认为，金丝猴最早就是起源于我

国秦岭地区，从时间

上来看，最早的金丝

猴，大约出现在100多

万年前，有可能是欧

亚大陆的原始猴子杂

交后产生的新物种。

经过进化，金

丝猴现如今也拥有5

个物种，当然，这

是已知的物种，有

可能在金丝猴的演

化过程中，已经有

一些物种还没有被人类发现，就已经灭

绝了，除了我国境内特有的3种金丝猴

之外，还有同时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分布

的缅甸金丝猴和越南金丝猴。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金丝猴走向濒

危呢？研究认为，一方面是人类对于原

始山林的破坏，导致金丝猴的生存空间

被不断挤压；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美丽

的外表，也让人类对它们大规模猎杀，

比方说，在金丝猴成为保护动物之前，

很多金丝猴生活区周围的村民家中，都

有金丝猴皮。

此外，在民间偏方中，还曾经有“金

丝猴入药”的说法，这也导致金丝猴在过

去，不断受到人类对于它们的威胁，因此

，这种珍贵的动物才会走向濒危。

不过，现如今伴随着对它们的保护，

我国境内的金丝猴数量也在不断恢复，特

别是分布在我国四川地区的川金丝猴，数

量更是多达上万只，这也是非常令人欣喜

的，未来伴随着保护的深入，金丝猴的灭

绝风险也会不断缩小，至少在人类的保护

下，它们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金丝猴雪地直立行走，看起来和人一样，神农
架“野人”会是它吗？

在距离地球4.2光年之外的地方，

存在着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恒星系统，

它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比邻星，也是

《流浪地球》中人类的最终目的地。

当然，按照人类目前的速度，想要

去往比邻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最

快速度，仅为光速的万分之2.33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从地球出发，抵

达比邻星大约需要1.8万年的时间，显然

，比邻星是一个很近又狠遥远的存在。

不过，这并不会阻止科学家们对于

比邻星的向往，毕竟人类的科学技术是

不断发展的，比方说，近日，美国加州

大学的科研团队，就计划通过提升人类

的飞行速度，从而将地球上的生物，送

去比邻星“安家落户”。

那么，人类真的能送地球生命去比

邻星吗？

在刘慈欣的《三体》中，三体文明

的速度就是达到了光速的1%，而即使

这样，他们前来地球也需要400多年的

时间，因此，如果人类真的想要送地球

生命去比邻星，就需要无限去接近光速

才可以。

于是，加州大学的科研团队，计划通

过巨型激光阵列，将探测器的速度提升到

光速的30%左右，这样一来，大约在20年

左右的时间里，就可以抵达比邻星了。

而且，在他们的设想中，这项技术

最晚50年内，就可以发明出来，并且会

正式开启这一趟“生命之旅”，那么，

既然真的可以提速到光速的30%，为何

不让人类自己去呢？

因为在设想中，最先抵达比邻星的

地球生命，并不是人类，而将是来自于

地球上的某种小动物，至于为何不让人

类前往，是因为风险太大，毕竟我们还

无法确认，比邻星的环境究竟如何，以

及比邻星系统中，到底有没有生命存在

，所以，派小动物去打探情报，才会最

佳选择。

那么，人类应该送哪种小动物去比

邻星呢？

虽然在设想中，人类可以提速到光

速30%，但是，却也仍然需要在太空中

飞行20年左右的时间，这也意味着，人

类需要送一种可以长期休眠的小动物去

比邻星才可以，否则，很可能刚出发，

就因为太空中的恶劣环境，或者是食物

不足等原因，导致小动物死掉了。

那么，究竟哪种小动物最靠谱？答

案是一种大家没见过，但是却很熟悉的

小动物——水熊虫。它们也被称作地球

上“最逆天的动物”。

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水

熊虫肉眼是看不到的，需要用专业设备

才可以发现它们，不过，它们却在地球

上分布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说无处不在

，而水熊虫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们拥

有难以想象的生命力，此前NASA的太

空实验，也发现水熊虫可以在太空环境

中生活。

这也意味着，在去往比邻星的漫长

之旅中，水熊虫可以通过“低温休眠”

的方式前往，而等到抵达目的地之后，

才被“唤醒”就可以了。

那么，美科学家的这项计划，真的

靠谱吗？

很多人都觉得，美国科学家是想要

当“造物主”，毕竟如果这些水熊虫抵

达了比邻星后，是有可能会活下来，并

且进行新一轮进化的，这也意味着，它

们也有可能会变成“太空怪兽”，长成

庞然大物。

此外，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在

比邻星系统中，事实上已经有生命存在

了，而水熊虫的抵达，是会暴露地球，

有可能会让人类陷入危险之中。

毕竟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比邻星系

统中的比邻星b，极有可能是一颗存在

生命的宜居星球，特别是已经2次从比

邻星b接收到了神秘信号，疑似上面存

在着高级文明，所以，盲目让水熊虫去

“打探情报”，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

两”的意味了。

当然，这项计划尽管看起来非常疯

狂，但是，真能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人类目前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即

使达到光速的1%都不容易，更别说可

以达到光速的30%了，而且在研究的过

程中，也需要巨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美国方面不一定会长期资助这项计划，

很有可能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说起来，人类现如今就连太阳系，

都没有彻底搞清楚，我们想要离开太阳

系，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至少未来很长

时间里，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还是

先搞清楚太阳系在研究其它的也不迟，

否则，很有可能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

空”，你认为呢？

人类要当“造物主”？美科学家计划将生物送去比邻星，什么目的？

休斯頓亞洲商會周四晚辦農曆新年招待會休斯頓亞洲商會周四晚辦農曆新年招待會、、近二百人與會近二百人與會
新任會長李雄表示將促進會員成長新任會長李雄表示將促進會員成長、、繁榮繁榮、、迎接經商挑戰迎接經商挑戰

長期新冠包括疲勞腦霧呼吸急促焦慮和其他問題長期新冠包括疲勞腦霧呼吸急促焦慮和其他問題
研究表明即使在輕微感染研究表明即使在輕微感染OmicronOmicron後也可能發生後也可能發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根據研究數據，與其他類型的新冠病毒相
比，Omicron變異株感染往往導致輕症，但感染Omicron，是否會導致
長期新冠癥狀，就是一系列身體、神經和認知癥狀，可持續數月，並損
害日常生活。超過三分之一的新冠倖存者會出現一些長期新冠症狀。症
狀包括疲勞、腦霧、呼吸急促、焦慮和其他問題。研究表明，即使在輕
微感染Omicron後也可能發生。對於科學家來說，要了解Omicron、疫
苗接種和長期新冠之間的關係還為時過早。

Omicron變體通常會導致比Delta冠狀病毒更輕微的疾病，但仍然
使醫院不堪重負。現在確定還為時過早，但許多醫生認為該病毒的新冠
變體可能會產生長期影響。新冠長期癥狀通常在新冠發作數週後被診斷
出來。世界衛生組織的Kerkhove本週表示，任何長期影響通常會在最
初感染症狀消失後90天左右出現。

雖然最近的報告表明，與其他變異株相比，Omicron引起的初始疾
病可能不那麼嚴重，但感染的基本癥狀與其他變異株的感染癥狀相似，

這表明長期影響可能也相似。醫生、研究人員和患者領導的團體發出警
告，較輕的初始疾病並不一定意味著Omicron不太可能導致長期新冠。
早期疫情的研究表明，許多最初的新冠病毒輕症或無癥狀者後來發展成
持續數月的長期新冠。

疫苗主要是防止人們因新冠病毒感染而患上重症或死亡。對於以前
的一些變異株，疫苗似乎可以降低感染的可能性。英國國家統計局的一
項研究發現，在2021年2月至9月報告癥狀的18歲至69歲人群中，第一
劑疫苗將報告長期新冠癥狀的機率降低了13%。第二劑疫苗將該機率進
一步降低了9%。與此同時，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後，在美國的新病例和
住院人數正在下降之際，一種名為BA.2的Omicron變體正在獲得巨大
的關注。新版本的OmicronBA.2變體其傳播速度比當前Omicron的更快
，就像Omicron病毒比Delta病毒快一樣。看來冠狀病毒變種將持續很
長時間，人們需要提高警惕以防止冠狀病毒傳播。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休斯頓亞洲商會本
周四（2月10日）晚，在休市富人區River Oak
附近的 「The Allen Project 」開發案 「接待中心
」舉行。因為人數限制在一百多人（因停車位
有限），招待會現場還是擠滿了各族裔商界人

士，所有與會者穿戴得體，充溢了新年的喜慶
味道。

亞商會新任會長李雄首先在大會上致詞，
感謝所有的與會者前來與我們共度農曆新年之
夜。他也再次感謝當晚的主辦方- 美國 DC

Partners USA , Westmont Hospitality
Group, 以及 TQ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他說：今年是亞洲商會為休斯頓亞洲
商界服務的第32個年頭，隨著我們進入
虎年，我們將繼續促進會員的興趣，使
其成長、繁榮並迎接經商的挑戰，是我
們會員的象徵或力量和勇氣。作為董事
會主席，我們的任務是為我們的社區服
務並來更好的機會，以便您可以發展自
己的公司。我們的使命是通過休斯頓亞
裔社區的公民宣傳、網絡、合作和聯繫
以及促進休斯頓與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
來促進經濟和商業發展。如果您還不是
會員，我邀請您加入亞洲商會 http://

module.asianchamber-hou.org/member/New
MemberApp/ 我們有各種教育計劃和交流機會
供您參與我們。李雄會長表示：亞商會計劃在
今年上半年舉行幾項即時活動，包括：商務會
議和博覽會，亞洲餐廳月，樹立十項獎項及

ACC 高爾夫球賽。此外，我們將在 3 月 7 日這
一天舉辦午餐會慶慶祝三八婦女節，而3 月25
日是與休市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共進午餐的日
子，他將對休斯頓小企業的增長發表講話。

當天出席的多屬亞裔商界的知名人士，包
括：著名建築師、地產開發商李兆瓊、休士頓
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休市旅館
業名人、西南區 「亞洲城」開發商許文忠、黎
淑瑛夫婦、 「亞裔地產協會」全美會長林富桂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休士頓代市長關振鵬
律師，地產開發商David Du, 銀行界代表劉姸、
著名地產開發商王藝達，卿梅、孫玉玟...等多人
，以及美南電視主持人馬健、王潔等多人。

會中，開發商David Du 特別介紹他即將建
的34層高樓，除8-14樓為旅館建築。15樓起為
單人 Condo, 20 樓起則為一般 Condo, 因該區為
休市著名富人區，商機無限。

圖為圖為 「「亞商會亞商會」」會長李雄會長李雄（（左二左二 ））與該大樓地產開發商與該大樓地產開發商
David Du(David Du(左三左三 ））及眾女客們合影及眾女客們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中中））親自出席盛會與著名建親自出席盛會與著名建
築師李兆瓊築師李兆瓊（（右二右二 ）） 「「亞商會亞商會」」會長李雄會長李雄（（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組織的 KerkhoveKerkhove本週表示本週表示，，任何長期影響任何長期影響
通常會在最初感染症狀消失後通常會在最初感染症狀消失後9090天左右出現天左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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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全球佈局紮根全球佈局 拓展海外據點拓展海外據點 」」
合庫休士頓分行開幕慶祝酒會合庫休士頓分行開幕慶祝酒會

合庫董事長雷仲達合庫董事長雷仲達（（左左））與賀客與賀客 「「台台
北經文處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右 ））合影合影。。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右二右二））等政要等政要，，向合向合
庫董事長雷仲達庫董事長雷仲達（（右一右一））致賀致賀。。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左一左一））率總裁率總裁
張永男張永男（（右二右二））董事吳國寶董事吳國寶（（右一右一））趕趕
來參加開幕酒會來參加開幕酒會，，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董事長雷仲達董事長雷仲達（（左二左二））祝賀祝賀。。

「「台塑美國公司台塑美國公司」」 副總裁吳堯明副總裁吳堯明（（左左 ）、）、
周照照周照照（（右右 ））夫婦向合庫董事長雷仲達夫婦向合庫董事長雷仲達

（（中中 ））致賀致賀。。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各組負責人由羅各組負責人由羅
復文處長復文處長（（右四右四））率領全體登率領全體登

台致賀台致賀。。

大士頓商會執行大士頓商會執行
長長Bob HarveyBob Harvey致致

詞道賀詞道賀。。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左左 一一））帶來德州帶來德州
州長州長Greg AbbottGreg Abbott 賀狀給合庫董事賀狀給合庫董事

長雷仲達二長雷仲達二（（中中 ）。）。

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代表市府發展局局長代表市府發展局局長 AndyAndy

IckenIcken 致詞致詞。。

合庫董事長雷仲達合庫董事長雷仲達 （（左左 ））與休士頓西與休士頓西
南區南區 「「亞洲城亞洲城」」 業主許文忠業主許文忠（（右右））黎淑黎淑

瑛瑛（（左左））夫婦合影夫婦合影。。

出席合庫休士頓分行開幕慶祝酒會的主要貴賓登台與合庫董事長雷仲達出席合庫休士頓分行開幕慶祝酒會的主要貴賓登台與合庫董事長雷仲達（（中中 ））合影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二左二）、）、王王
韋龍副處長韋龍副處長（（左一左一 ））與教育組楊淑雅組長與教育組楊淑雅組長
（（右一右一 ））在酒會上與休士頓市政府全球貿在酒會上與休士頓市政府全球貿
易經理易經理Stephanie Brooks (Stephanie Brooks (右二右二 ））合影合影。。

德州地產董事長德州地產董事長、、亞商會會長李雄亞商會會長李雄
（（左一左一 ））向合庫雷仲達董事長向合庫雷仲達董事長（（中中

））王文清協理王文清協理（（右右 ））道賀道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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