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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2%

21
週年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2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太空中心門票$16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佛 光 山 休 士 頓 中 美 寺 
F O  G U A N G  S H A N  C H U N G  M E I  T E M P L E 

中美寺萬壽園 
Columbarium -龕位 & 牌位 法師說法每周日:11:30am -12:30am 

把握當下，才能創造繼起的生命展望未來，應該把握當下的機緣                
《星雲大師著》 

社教課程： 

禪修課-周六:10:30am 

太極課-周六:2:00pm 

三好兒童班-周日:10:20am

六:10:30am 

 

共修法會： 

每周日:10:30am 

普門品、金剛經、 

藥師經、阿彌陀經、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BLIA Houston 

 佛光會把歡喜的種子遍灑人間，

將 融 和 的 理 念 佈 滿 世 界 。 

全球佛光人致力於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等。 

歡迎加入成爲佛光會員，請洽中美寺。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說：

「人間佛教是擁抱生命的佛教，是

解決生死的佛教，是落實生活的佛

教。」讓往生者能有一處寧靜詳和

的歸宿，也讓生者能在此殊勝的殿

堂 禮 敬 先 人 , 緬 懷 親 人 。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日 
(上午 11:30AM-下午 3:30PM) 

-美味素食及花茶 

寺院開放時間: 周二 -日 (上午 10:00AM-下午 5:00PM)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77477      TEL: 281-495-3100   Website:www.houstonbuddhism.org   Email:info@Houstonbuddhi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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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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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為明朝的利瑪竇為明朝的 「「西學東漸西學東漸」」起了關鍵作用起了關鍵作用
休士頓僑界開講壇與您探討多元文化融合休士頓僑界開講壇與您探討多元文化融合

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 13名優異考生獲獎

(本報訊)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年），義大利人利瑪竇前往中國傳教
。他很快學會中文，並穿儒服、通儒書，頗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後來他被
舉薦到北京，頗得明神宗信任。他向中國進獻坤輿萬國全圖、自鳴鐘、日
晷、西洋大砲、望遠鏡、火槍、西藥、聖母瑪莉亞像、十字架等貢品，先
後在北京、肇慶等地展出。利瑪竇不僅傳播天主教，還啟發徐光啟、李之
藻等人學習西學。另外他還將中國各種文化傳入歐洲，如儒家思想、佛道
學說、圍棋等，可謂 「貫通中西第一人」。 「利瑪竇與中國文化」講座5/
26週日下午1:00，您可現場欣賞王維力老師的大型雕塑作品 「利瑪竇」，
聆聽藝術家的創作靈感與創作歷程並探討多元文化融合與發展。期待您的
光臨！地址：9931 harwin dr.，#134！

（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於5月24日（星
期五）下午5時30分假辦事處領務大廳(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舉辦2019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頒獎

典禮。典禮由德州國際領袖學校(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Westpark) 梁競懿副校長及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頒獎，各級前3名考生獲
頒獎品及獎狀，並歡迎考生家長到場觀禮。

2019年大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共有64人報名，59人應
考，到考率達92%。今年測驗6個等級共有13名考生獲獎，得獎
考生分別來自克里門高中(Clement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
、辛科蘭奇高中(Cinco Ranch High School, Katy ISD)及紀念高中
(Memorial High School, Spring Branch ISD)等學校。來自中華文
化中心中文學校的基礎級(Level 2)考生何沛宸更在聽力及閱讀部
分皆獲得滿分的佳績。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自2009年起在休士頓地區舉行華語能
力測驗，今年已是第11屆，迄今累積有近千名考生報名參加，
是檢視華語學習者學習成效最具公信力的指標。華語能力測驗
目前已在全球超過33個國家推廣施行，通過者即可取得中華民
國教育部的正式證書，可作為申請臺灣獎學金、到臺灣或華語
地區入學、應徵工作時的華語能力證明。此外，華語能力測驗
更逐步與臺灣企業合作，協助招募海外優秀華語人才。目前寶
成集團、崇越貿易、宏全國際與鴻海集團等公司，皆透過華語

能力測驗於美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與臺灣等地徵聘通曉
華語的優秀人才到該公司任職。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曾於
五、六年前蒞臨休士頓演講的著
名作家、學者朱琦博士，將應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之邀，於6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
「中華文化中心」演講 「蘇東坡

在歷史現場」，歡迎各界踴躍前
往聽講。聆聽大師對一代文人的
詮釋，並與現今的政壇亂象作對
照。對於他這次的講題，朱琦教
授表示：
到了蘇東坡生活的北宋時代，中

國文化全面成熟，他的親朋師友
中就有不少才學識兼備、詩詞文俱工、儒道釋貫通的傑出人物。
他站在文化的高峰上再開境界，從儒家那裡得其積極用世的精神
，從道家那裡得其忘懷得失的灑脫，而佛家的萬物皆空也在他那
裡化作曠達超然的情懷，儒道釋融為一片，才學識臻於極致，詩
詞文橫空出世。

到了蘇東坡生活的北宋時代，中國古代社會達到前所未有的

文明程度，知識精英有了人性意識的覺醒。蘇
東坡的人道精神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人性高度，
他位居太守時救助棄嬰，貶官窮困時捐錢保護
棄嬰，手執判筆卻為獄中囚犯悲傷落淚，流放
海南還在為荒島之民採藥造藥。他的偉大不只
是對窮苦百姓的慈悲，而且能把自己放在跟販
夫走卒、土著黎民、漁人樵夫平等的位置上。

也是在蘇東坡的時代，活躍人物多是學者
、文人和官員集於一身，學者的執著、文人的
義氣和官場的利害因此也攪和在一起，加劇了
朋黨之爭。而從北宋時代開始的君子和小人之
爭延及元明清，可說是一場慷慨激烈的千年筆
戰。蘇東坡屢遭政治迫害，卻能跳出黨爭圈子，以開闊的胸襟、
通達的認知和人性的憐湣來對待那些常人眼中的 「小人」 「仇
人」，甚至對落難的政敵施以援手。蘇東坡的境界，也代表了中
國古代文人的最高境界。

朱琦教授，學者、作家。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曾先後在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和史丹福大學亞洲語言文化
系任教多年，現辭去教職，致力於歷史人文的旅行、寫作和傳播

。
朱琦以文化講座聞名海外，在高科技人才雲集的矽谷，他的

公眾演講常有數百人參加，被譽為 「矽谷的人文傳奇」。朱琦的
人文之旅也享有盛名，跟著朱琦看世界在北美廣為人知。

朱琦又以散文隨筆廣獲好評，出版有《東張西望》、《十年
一笑》、《黃河的孩子》、《東方的孩子》、《讀萬里路》等作
品集，曾獲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中國首屆老舍散文獎、中國首
屆華僑文學獎和中國電視藝術最高獎星光獎。

朱琦博士朱琦博士

圖為圖為20192019 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受獎人與頒獎人德州國際領袖學校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受獎人與頒獎人德州國際領袖學校
梁競懿副校校長梁競懿副校校長 (( 中中））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教育組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左三左三 ））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20192019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受獎人與頒獎人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受獎人與頒獎人、、
主辦單位代表及家長們合影主辦單位代表及家長們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六月份邀請矽谷朱琦教授六月份邀請矽谷朱琦教授
66月月2323日來休市演講日來休市演講：： 「「蘇東坡在歷史現場蘇東坡在歷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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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
28名高中生及13名大學生。總計發出七萬七仟
元獎助學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六名，每名一
仟元。學業成績獎二名，得獎者是: 魏若丞、於
凱文。領導才能獎取一名：王玉潔。課外活動
獎三名：徐雨晴、李子龍、蔡崇高。

2.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五仟
元。得獎者是：劉家昕、縱馳宇、談建亨每名
三仟元、文秋雯、佘崇華、馬寶霜 每名二仟元
。

3.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共計一萬元。名額五
名，每名二仟元，得獎者是：黃羿翔、王敏菲
、蔡怡親、顧茗峰、周政。

4.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獎助學金, 幸
安小學同學會提供，金額共計一萬元。得獎者
是：馬寶雪、李誼瑄、王荷白，每名二仟元。
杜玉玲、林若雅、Christopher Bender、Emma
Bender，每名一仟元。

5.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
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薛沛恩。

6.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政治大學校
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

的，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Josselin Chevalley
。

7.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銘傳大學校友
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生馬驥驃博士所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張舜喬。

8.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
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瑩女士所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陳傑仁。

9.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陳
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金額
三仟。得獎者是：Kyle Vu。

10.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淡江大學校友
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陸冠汶。

11.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
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
夫人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學業成績
獎 顏偉宗。

12.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
學校友夏慧芸女士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
夫人所設。名額二名，每名各一仟元。得獎者
是：學業成績獎 施彥銘、社區服務獎 盧辰。

13.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學金，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其父親王財興
先生，母親王袁杏月女士所設，金額一仟五佰

元。得獎者是：劉安琪。
14.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文化大學校友

黃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瑩女士而設、金額
一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張以薇。

15.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金額一
仟元，得獎者是：課外活動獎 田凱
文。

16.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
獎學金，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
紀念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
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陳怡凡。

17.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石山
地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
女士提供、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
朱浠慈。

18. 校聯會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陳湋鎛。

19. 校聯會華裔青年領導才能/社
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二仟元。得獎者
是：林之昫。

20. 校聯會 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
樂節獎學金，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
友會提供，金額三仟五百元。得獎者
是：樊世雯。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二週年， 年
會及獎助學金頒發典禮定於六月二十二日， 星
期六，晚上六時，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隆重舉行。獎學金及年會有關事誼，請洽鄭大
展 281-919-9576。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畢業典禮溫馨舉行

超群國際影視藝術文化中心對外開放營業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於5月18
日上午10時至上午11時30分在新大樓2F展演廳溫馨舉行 「2019
年畢業/結業典禮」，由張凱老師擔任司儀，師生家長200多人
熱情出席盛會。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華啟梅執行長、中文學校莊
芳齡校長致詞祝賀畢業學生學無止境要繼續學習中文，擁有多語
能力是提高自己探索世界的最好工具。文化中心華啟梅執行長頒
發畢業證書與獎牌給畢業生張嘉宏、江采瑩等，文化中心中文學
校莊芳齡校長頒發畢業生紀念品。家長會LindaReyes會長也頒發
紀念品給畢業生。張嘉宏、張智鈞、江采瑩、Ngan Nguyen四位
畢業生學習中文都超過十年以上，並在會上分別致謝詞，感謝老
師們的教導。

文化中心華啟梅執行長在會上頒發成績優良學生大獎座給錢
燕妮老師指導簡拼一（1）的學生Ethan Chase、朱玉圭老師指導
簡拼二（1）的學生陳瑞蓮及戴壽美老師指導華六的學生樊仕安
。華啟梅執行長頒發成績優良學生小獎座給戴壽美老師指導學前
的學生曾和品、Danish Gupta、Andrassy Martinez, 何幗瑛老師指
導拼音（1）的學生 Alyssa Cam、拼音（2）的學生 Lyndon Tang
、Kayley Chang, 張凱老師指導簡拼四的學生劉正彬，程清鈺老
師指導繁拼四的學生陳寶琳，張凱老師指導成人BEG-1的學生
Srinivasan Sundara、Jeff Tollett, 楊玲玲老師指導成人BEG-2的學
生Tim Brown, 楊玲玲老師指導成人INT的學生Andrea Walter、
Taylor Stuchbery.

當天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莊芳齡
校長頒發參加校外比賽學生獎狀給2019文化
常識比賽初級組第二名何宜庭、陳寶琳，
2019文化常識比賽初級組優勝湯沛林、湯沛
珊，2019文化常識比賽中級組優勝游子萱、
劉正彬，2019婦女工商協會演講比賽優勝獎
陳寶琳。莊芳齡校長鼓勵他們，暑假期間也
不忘說中文。文化中心華啟梅執行長強調今
年是40周年紀念，另外特別介紹服務滿十年
的義工張台生主任，並頒發獎牌感謝他。華
六班黃家盛同學代表在校生致賀詞，畢業生
致謝詞後，各班級表演餘興節目，有戴壽美
老師指導學前班表演 「春曉」，何幗瑛老師
指導拼音班（1，2）Home School 表演 「兩
隻老虎，拔蘿蔔」，凱慧老師指導簡拼一（1
，2）表演 「你好歌」，朱玉圭老師指導簡拼
二（1，2）表演 「唐詩」，程清鈺老師指導
簡拼三表演 「茉莉花」，張凱老師指導簡四
表演 「唐詩」，程清鈺老師指導繁四表演
「小蘋果」，戴壽美老師指導華六表演 「遊

子吟（同學伴奏）」,朱玉圭老師指導AP表演 「詩歌朗誦」，張
素美老師指導Beginner-0表演 「唐詩」，張凱老師指導Begin-

ner-1 表演 「繞口令」，楊玲玲老師指導 Beginner-2 INT 演唱
「童年」。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19 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華啟梅執行長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華啟梅執行長（（左一左一））於於55月月1818日頒發畢業證書給畢業生日頒發畢業證書給畢業生
張嘉宏張嘉宏（（左二左二）、）、江采瑩江采瑩（（左三左三），），文化中心中文學校莊芳齡校長文化中心中文學校莊芳齡校長（（右一右一））
、、朱玉圭老師朱玉圭老師（（右二右二））觀禮觀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超群國際影視藝術文化中心對外開放
營業 超群國際影視藝術文化中心 PPC & MATRIX
Community Center
將於5-25-2019 星期六下午5:00PM—10PM

對外開放營業！這個活動中心是由美國人和中國
人合作開辦的一個集合文化藝術在內的一個多功能的
活動中心！1.畫廊：藝術家們可以展示他們的藝術作品
2. 電影講座 3. 拍攝電影及電視試鏡！4.健康講座 5.學
習簡單畫圖課程每星期三晚上7:00PM—9:00PM 6.學習
摺紙課程從簡單到複雜 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 10:
00AM—12:00PM 7.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在室外可以
擺攤位賣藝術品從下午1:00PM—8:00PM和 DJ Party從
5:00PM—10:00PM 等等活動在內！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們可以來參加！會準備一些小吃喝！共襄盛舉！活動
中心地址：7143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聯絡人：傅曉薇 聯絡手機：832-876-0898

08 台灣需要多少縣市？（三）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國家要有上位計畫事實上，要有效治理國家，要先有上位計
畫做為指導原則。中央政府要從國家的高度，設定各區域的戰略
地位。以北北基來說，是面對國際都會的重要區域，包括香港、
新加坡、上海和首爾等，因此成為台灣和國際競爭的重要窗口，
應找出其在泛太平洋和兩岸之間所要扮演的角色和位置。

戰略地位設定清楚，才能做概念計畫，接下來才是都市計
畫。而不是在缺乏綱要計畫做為指導原則之下，任由北北基各做
各的，如此一來，將永遠達不到國際都市的規模和架勢。

中北部的桃竹苗，既有航空城，還有新竹科學園區，可以定
位為科技城，並找出潛在的競爭夥伴，在競爭上取得優勢，而不
是一昧複製台北。中彰投則是台灣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口岸，因此
要先仔細研究中國大陸在沿海的政策，才能利用兩岸距離最短的
優勢，找出未來可能的戰略地位進行規劃。

雲嘉南是台灣的重要糧倉，也是精緻農業區，要從這方向思
考並發揮，發展當地特色產業，同時確保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和生
活品質。政府更要製造機會，讓農人的收入，足以保證他們即使
在農村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高高屏是台灣南進的窗口，有非常棒的港口，也有充滿夏威
夷風情的海洋風景區墾丁，東部則是觀光休閒旅遊的不二選擇。

國家上位計畫定位清楚，各區域才可以依據定位營造特色，
以及思考所需要的基礎建設，依序規劃後再交給縣市政府執行。

要有效治理國家，更需要有效率地劃分權與責。從中央和地方分權，到地方分責，讓每個縣
市都能有規劃、執行和制定政策的能力，又能建立夥伴關係和跨縣市的對話機制。

「關西廣域連合」的啟示
二○一三年，我以內政部長的身分拜訪大阪、神戶、京都和兵庫縣。至今讓我記憶深刻的

是，當時去參觀的 「關西廣域連合」。
日本自一九九五年阪神地震後痛定思痛，從防災開始發展，逐步走向聯盟。關西廣域連合以

京都為核心，結合兵庫、滋賀、京都、奈良等二府五縣組成聯盟，結合地方政府扮演整合和協調
的角色。縣市也各負重責，如京都領導觀光，兵庫縣負責防災等等。

這精神相當值得台灣學習。台灣因為分太多縣市，每個首長都是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有各
自的民意基礎，在種種因素考量下，首長之間要互相合作，很難，讓不是同一政黨的首長合作，
更難。

台灣要認真思考，到底要多少縣市，在治理上才能做最有效的發揮，六都既然已經成形，讓
六都成為領頭羊，將其他縣市納入帶動區域發展更形迫切，也因此跨縣市對話機制和建立夥伴關
係，都必須再加強。

我在內政部時，即請民政司著手研究地方政府合併整合的可能性。以內政部修法中的國土計
畫法和行政區劃法，希望能仿效 「關西廣域連合」，鼓勵縣市政府先互相討論，和鄰近縣市建立
兄弟關係，再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七條，縣市自行提出整併，從虛擬的廣域聯盟，朝向實體行政單
位的路慢慢走。

我認為最理想的區域劃分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東部宜花東，中央
山脈為原住民住的自治區，以及離島，每個區域都等同於日據時代 「州」的規模。在大區域的概
念下，每個州的首長都有足夠人力、財源和預算，做自己的規劃和治理。

整併，翻轉基隆的未來
在整併過程中，更可以利用城市規劃，為地方帶來翻轉的可能。我們當初特別選擇基隆規劃

示範，因為基隆人口不到三十八萬，距離台北車程不到三十分鐘，是台北的衛星都市，又仰賴基
隆港發展，是最有可能被整併的城市。

基隆港是基隆的發展核心，過去貿易興盛，但隨著腹地太小，無法和其他港口競爭而快速沒

落，沿著基隆河流域興建設置的貨櫃場如今荒蕪閒置，一大堆空地缺乏利用。
我們規劃沿著基隆河谷，利用既有空地，從台北汐止到基隆再延伸到土城，成為科技產業軸

帶，利用現有的交通優勢，甚至會產生產業群聚效應。因為旁邊就有基隆港和台北港，空運則有
松山機場和桃園機場，得天獨厚的交通條件，可望造就基隆港成為高科技產業軸帶物流出入主要
門戶。

在此同時，基隆河流域流經汐止，沿岸的五堵、六堵、七堵周邊工業區倉儲使用土地利用度
相當低，應優先透過都市計畫檢討，思考土地活化的多元再利用，增加土地使用效益和彈性，讓
都市充滿更多可能性。

基隆還有個地理上的先天優勢，正好位居東北角國家風景區和北觀國家風景區間的樞紐位
置，不遠又有陽明山國家公園，在短短的距離內擁有三個國家級風景的風景區。基隆若能善用這
難得的天生麗質，有機會帶動北北基觀光旅遊風潮，國外遊輪從基隆港靠岸後，一天之內就可以
遊遍三大風景區，品味台灣不同風情的自然美景。

然而，最關鍵的啟動因子仍在於基隆港、市合一。港市整合後，最明顯的效益在於基隆港發
揮國際客運港功能，帶來觀光人潮，利用便捷的交通串連完整的旅遊路線，提供高品質的旅遊體
驗。觀光帶來的效益，將成為促使基隆都市更新，以及都市再發展的契機，增加外來投資開發誘
因。但若沒有完整的思考和規劃，以基礎建設增加投資開發誘因，將永遠充斥蓋房子、炒地皮的
金錢遊戲，對整個都市的未來毫無助益。

從區域整併到都市規劃，要跨出這一步，有很多關卡需要突破。最大的障礙是，民選的首長
猶如諸侯坐大，挾民意自重，沒有人敢提議北北基合併，因為如此一來立即有兩位首長沒了工
作，現在只有靠民眾覺醒，認知這是非做不可，而且必須一步到位。

但有了民氣，政治上的操作卻要非常細膩，因為有非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會牽動政治上的
敏感神經。如大家都認為北北基、桃竹苗，理所當然，但我曾經到桃園談這概念，桃園的反應是
寧願當北北基桃，也不願意和竹苗掛在一起。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七條，縣市合併的要件是雙方議會都同意，兩地方政府共同寫計畫送內政
部，內政部審議通過就可以合併，顯然法源早已具備，剩下來的問題是要如何讓大家都感受到，
合併對地方甚至國家，都是有利的，且沒有一個地方會被邊緣化，這些種種都不能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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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 聖靈特會聖靈特會 糖城靈糧堂主辦糖城靈糧堂主辦
55月月3131日─日─ 66月月22日舉行日舉行

敬拜讚美敬拜讚美、、醫治釋放醫治釋放、、聖靈充滿聖靈充滿、、先知預言先知預言
【本報訊】位於糖城的 「大休

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為慶祝五旬節
，將於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舉行
2019聖靈特會，此次特會有四方面
主題：敬拜讚美、醫治釋放、聖靈
充滿、先知預言，特別邀請由劉彤
牧師所帶領的 「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 的四位牧師同工主講，機會難得
，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大休士頓
生命河靈糧堂」 位於311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

三天聚會時間與內容如下：
5月31日 (五) 晚上 7:30敬拜的

渴慕
6月1日 (六)早上9:00異夢異象

入門(一)；10:40醫治釋放(一)；12:
00午餐飯盒$5。下午1:00異夢異象
入門(二)；2:40醫治釋放(二)；4:00
醫治禱告服事/先知預言服事。6:00
晚餐飯盒$5。晚上 7:30聖靈充滿。

6月2日 (日)早上 10:00禱告帶
來復興；11:30先知話語教導

此次特會，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的團隊特地從加州前來休士頓服事
，四位主講人均是各項事工的主要
負責人。Michelle 牧師帶領醫治禱

告團隊，並任醫治佈道會總協調。
Doris 牧師負責英文成人事工，並參
與敬拜讚美及醫治禱告事工。Paul
弟兄擔任敬拜事工主任，也是資深
敬拜讚美團主領。Alan弟兄是先知
事工召集人，具有先知性恩賜，尤
其擅長於解釋異夢異象，及傳遞關
乎美國和華人教會復興的預言信息
，著有《異象異夢入門與操練》一

書。
2019聖靈特會，機會難得，場

場精彩，國語講座，免費入場，歡
迎踴躍參加。詳情請洽 「大休士頓
生命河靈糧堂」 莫思危牧師(281)
433-0517，E-mail：rolccgh@gmail.
com。 網 址 ： www.rolcc-houston.
net。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科學防治糖尿病科學防治糖尿病••有效預防併發症有效預防併發症
不健康生活習慣使得越來越多人成為糖尿病的

“俘虜”。糖尿病主要是胰島素細胞病變造成胰島
素分泌不足引起，相當一部分糖尿病是自由基和過
氧化脂質引起。實驗研究和臨床實踐證明，野花牌
綠蜂膠對糖尿病有非常好的輔助治療及預防併發症
的作用。

1、綠蜂膠中的黃酮類、萜烯類、梓醇等物質能
保護胰島細胞，明顯降血糖；對伴隨糖尿病帶來的
心腦血管併發症等有重要作用。

2、綠蜂膠含有的胰蛋白酶和抗病毒組分，能活
化細胞、促進組織再生，修復病損的胰島細胞和組
織，幫助胰臟恢復功能。

3、綠蜂膠能強化免疫系統，增強免疫細胞活力
，調節機體的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疫功能。

4、綠蜂膠的抗氧化作用。糖尿病患者血糖升高
與體內氧化過程會中不斷積累的自由基有關。綠蜂
膠是天然抗氧化劑，能清除過剩的自由基，對胰島
損傷起保護作用，遏抑血糖持續升高。

5、綠蜂膠可清理血液。由於糖尿病常伴有高血
脂、高膽固醇，而蜂膠對高血脂、高膽固醇有明顯
調節作用，有助於糖尿病的治療。

臨床驗證：服用綠蜂膠的患者有３９％血糖在1
周內明顯改善，服用2個月後近９５％的患者血糖
有顯著下降。綠蜂膠輔助治療糖尿病的最大特點是
在降糖的同時增強機體綜合抗病能力和自愈力，有
效預防和減輕消除併發症。

1、綠蜂膠能調節胰腺細胞的營養供應和新陳代
謝，啟動並維持胰腺細胞的生理活性。綠蜂膠可介
導、調節細胞內多種胰酶系統的敏感性，增加胰腺
細胞對糖、氨基酸等吸收，增強激發胰腺細胞的數
量和功能活性。

2、綠蜂膠能修復受損異變的基因和胰腺細胞組
織，增強胰腺免疫力，增強胰腺細胞的免疫力，從
而使人體胰島素正常合成。

3、綠蜂膠能改善肝臟對脂類的代謝，使血脂降
低、軟化血管、改善微循環，防止視力下降和心腦

血管併發症，改善動脈硬化的程度。
4、綠蜂膠消除炎症，治療感染，防治感染性併

發症。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力較低，加上血液中含有
大量的糖份，很容易被細菌感染，引起炎症。堅持
服用野花牌綠蜂膠，可以排除體內毒素，有效治療
感染，消除炎症。

5、綠蜂膠能排除人體產生的廢物，使導致尿毒
癥的尿酸、尿素及乳酸等物質及時排出，為體內維
護一種健康的勝利環境，達到“補中益氣”的治療
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医学咨询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

中華公所暨僑團聯合歡送中華公所暨僑團聯合歡送
林映佐副處長榮調高陞林映佐副處長榮調高陞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華商經貿聯誼會黃春蘭會長與會員贈送紀念品華商經貿聯誼會黃春蘭會長與會員贈送紀念品
並和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並和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

台灣傳奇羅茜莉會長及理事們贈送紀念品並和台灣傳奇羅茜莉會長及理事們贈送紀念品並和
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李迎霞主任及成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李迎霞主任及成
員贈送紀念品並和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員贈送紀念品並和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

55月月2222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由中華公所李世威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由中華公所李世威
及鄭雅文兩位共同主席及鄭雅文兩位共同主席、、主持歡送林映佐副處主持歡送林映佐副處

長榮調高陞長榮調高陞

中華公所暨僑團聯合贈送紀念獎牌給即中華公所暨僑團聯合贈送紀念獎牌給即
將榮調高陞南非開普敦林映佐處長夫婦將榮調高陞南非開普敦林映佐處長夫婦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以這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以這33年來與中華公年來與中華公
所暨僑團建立深厚感情所暨僑團建立深厚感情、、讓他依依不捨讓他依依不捨

關懷協會劉秀美前會長關懷協會劉秀美前會長、、龍岡親義公所關振業龍岡親義公所關振業
會長會長、、旅館公會葉德雲會長旅館公會葉德雲會長、、僑務委員陳美芬僑務委員陳美芬
及會員贈送紀念品並和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及會員贈送紀念品並和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

陸忠陸忠、、黃泰生黃泰生、、王秀姿王秀姿、、中華公所李世威中華公所李世威、、鄭鄭
雅文雅文、、林映佐副處長夫婦林映佐副處長夫婦、、林國煌林國煌、、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陳美芬切蛋糕留下美好回憶陳美芬切蛋糕留下美好回憶

大專校聯鍾大專校聯鍾宜秀會長及成員們送紀念品並和宜秀會長及成員們送紀念品並和
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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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初學者剛開始如果急於求成
，用力過猛，反而可能導致欲速則不
達，下面我就告訴你健身初學者有哪
些常見的問題，要怎樣入門。

問題1：該如何開始訓練計劃？
答：你的訓練計劃中最好包含消

耗脂肪的有氧練習和發展肌肉與提高
力量的力量訓練。進行力量訓練時，
一定要註意動作的準確性。每個動作
做12-15次，做完一個動作馬上開始
下一個，依次完成。每周完成3次課
程，每兩次課程中間至少間隔1天。
在進行基本鍛煉的同時適應健身房的
環境和節奏，不要使用大負荷。

問題2：在課程開始前或結束後
要吃東西嗎？

答：可以說，這兩個時候都要吃
！鍛煉前：提前5-15分鐘吃5-10克
高質量的蛋白，鍛煉後：以消耗脂肪
為目的，馬上吃10克左右蛋白質。

肌肉酸痛並不是由乳酸堆積引起的，
產生肌肉灼燒感的那些酸性物質在鍛
煉結束後幾分鐘內就能被清除幹凈。
因此它們對你的肌肉不會產生長期影
響。所以，肌肉酸痛，目前沒有很好
的辦法解決，建議多休息按摩肌肉。

問題3：該怎樣防止受傷？
1. 答：發現身體有不正常現象

，立馬停止當前動作，這是或許是身
體給你發的警報，然而卻有很多人忽
略了，不管是新手還是健身達人，都
應該註意這情況！入門秘笈：對於健
身小白來說，健身的動作變形、受力
不均勻（動作不規範）都會導致受傷
。所以為了減少受傷的幾率，無論是
健身前還是在健身後都要分別進行熱
身與放松活動，在這條規則面前沒有
例外可言。熱身練習與放松活動能夠
預防身體受傷與肌肉酸痛。熱身練習
的時間控制在5分鐘左右為宜，以低

強度的有氧練習結合柔緩的伸展運動
為好。

如果鍛煉使你感到胸疼、心悸、
過度疲勞、惡心、短氣或者頭痛，就
應當馬上停下來，去看醫生。切記不
要逞強。以免加重病情或者發生意外
。如果只是感到有點頭痛腦熱而希望
繼續鍛煉，那也要降低煉的強度，以
安全為原則。

最後，我要強調是，在你的健身
計劃中，首先選擇有氧鍛煉。在選擇
最適合你的鍛煉方式時，交叉式鍛煉
方式能夠增強身體的平衡能力，提高
你的靈活性及應變能力。.保持鍛煉
的經常性，除非生病或者受傷無法參
加鍛煉，否則就要盡量每天都參加體
育運動。

初學者還要記住的是飲食要適當
。不要在吃飽的情況下從事鍛煉，在
鍛煉之前的兩小時之內不要進食，但

是可以飲用足量的水分，無論是在鍛
煉前、鍛煉中還是在鍛煉中都可以。

如果您想打造完美的自己，首先
要有完美的身材，請來找我高級健身
私 人 教 練 小 谷 ， 電 話 ：
713-371-7535. 微信號：shawnfineex

健身教練小谷專欄健身教練小谷專欄22
健身初學者怎樣入門健身初學者怎樣入門？？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
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
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 80%！大多數治
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
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
，配合藥物或針灸，
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
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
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
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

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
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李醫生免費
幫你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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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法為了防止申請人通過假
結婚取得美國綠卡，對於婚姻綠卡的申
請有很具體的規定。婚姻綠卡與職業移
民的綠卡相比，需準備的文件更多，需
註意的問題更復雜。

申請方主要需要準備的文件有：美
國護照或公民紙，結婚證，以前的離婚
證明。申請人如果是出生在美國，則需
要提供出生證。申請人和被申請人一定
要真實的列出以前所有的婚姻，並提供
過去每一次婚姻結束的證明。發生在美
國境外的婚姻也無一例外，需要一一列
出。

被申請方主要需要準備的文件有：
以前的離婚證明，護照復印件，出生公
證，無犯罪記錄。

申請人還需要提供可證明婚姻關系
真實的證明，主要是指夫妻聯名的重要
法律文件。如:聯合報稅表，共同的銀行
賬戶，車輛保險，受益人為配偶的人壽
保險，健康保險，車的所有權證明，房
屋所有權證明，共同貸款證明，租房證
明，水電費單， 電話單，酒店賬單，信
用卡，買家具收據，不同背景的合照，
信件等。申請人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必須
是真實的。一旦有任何虛假，申請人將
面臨嚴重的刑事法律責任。

為了證明被申請人不會成為美國的
負擔，申請方還需要提供經濟擔保書
（Affidavits of Support）。經濟擔保書
（Affidavits of Support）由擔保人為被
擔保的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該移民申
請人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經濟負擔（如
申請聯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福
利）。如果被擔保人向政府申請福利，
政府有權向擔保人要求補償。通常擔保
人必須證明有貧困線125%以上的收入
。如果擔保人的收入不夠，可以有其他
有美國公民或美國綠卡身份的人提供共
同擔保。

擔保人需提供過去一年的稅表，
W2, 工作證明，最近６個月的工資單。
經濟擔保人的責任在以下條件下解除：
被擔保人成為美國公民；被擔保人在美
國工作時間達到四十個季度；被擔保人
永遠的離開美國；被擔保人去世。

面談是取得綠卡關鍵的一步。 通
過婚姻申請的綠卡必須通過面談。面談
時移民官將從各個方面考量婚姻關系的
真實性，提出的問題包羅萬象。主要包
括，夫妻雙方認識的過程，是否有介紹
人，是否有訂婚，婚禮，蜜月，雙方的
生活習慣，雙方親友的情況，家庭環境
，甚至具體到夫妻生活等非常私密的話
題。如果婚姻關系不是真實的，很難順
利地通過面談。

根據最高法院2013年6月26日的判
決， 同性婚姻目前可以作為申請綠卡的
理由。由於移民法是聯邦法，在認可同
性婚姻的州結婚的同性伴侶，即使住在
不認可同性婚姻的州，只要能證明婚姻
是真實的,也可以享受移民權益。我所已
經為數十對同性婚姻的伴侶成功申請美
國綠卡。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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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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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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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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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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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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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
”的範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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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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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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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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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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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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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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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
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
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婚姻綠卡和最新移民消息婚姻綠卡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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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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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121 周年行慶晚宴記盛周年行慶晚宴記盛

20192019年年55月月1818日日,, 恒豐銀行吳文龙董事長及董事恒豐銀行吳文龙董事長及董事,,
HoustonHouston員工及來自員工及來自Dallas , LA, NevadaDallas , LA, Nevada 員工和客人員工和客人,,共共
計 近計 近 260260 人 歡 聚 一 堂人 歡 聚 一 堂,, 在在 Chama GaChama Gaúúcha Braziliancha Brazilian
SteakhouseSteakhouse 舉辦了舉辦了2121周年庆晚宴周年庆晚宴。。

吳文龍董事長在晚宴開始致辭時表示吳文龍董事長在晚宴開始致辭時表示,,今天這個日子今天這個日子
非常的巧合非常的巧合,,因為因為2121年前的今天年前的今天,,正是恒豐銀行創立的日正是恒豐銀行創立的日
子子。。時間過得真快時間過得真快,,二十一年前的今天二十一年前的今天,,銀行剛開始時只銀行剛開始時只
有有3838人人,,而今天的恒豐銀行已擁有超過而今天的恒豐銀行已擁有超過225225人的專業人人的專業人
員組成的團隊員組成的團隊。。 我們的資產也從創行的我們的資產也從創行的15001500萬萬、、到今到今
天的總資產已達天的總資產已達1818億億55千萬千萬。。二十一年的時間裡二十一年的時間裡、、從在從在
一個普通的小活動房裡的銀行到今天的恒豐銀行大樓一個普通的小活動房裡的銀行到今天的恒豐銀行大樓，，
從只有休斯頓和達拉斯的兩個服務網點從只有休斯頓和達拉斯的兩個服務網點，，到今天經營區到今天經營區
域跨越德州域跨越德州、、直到內華達州直到內華達州、、 加州的不同城市的加州的不同城市的1818個個
服務網點服務網點，， 這中間有恆豐銀行全體董事及員工的辛勤努這中間有恆豐銀行全體董事及員工的辛勤努
力力、、但更離不開社區的支持及廣大民眾對於恒豐銀行的但更離不開社區的支持及廣大民眾對於恒豐銀行的
信任與厚愛信任與厚愛。。 在今年在今年,,我們將繼續擴展營業網點我們將繼續擴展營業網點,, 在休斯在休斯
頓頓,,加州加州,,內華達州將再開立三家分行內華達州將再開立三家分行,,更好的為所在地區更好的為所在地區
的華人朋友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的華人朋友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以回報廣大社區民眾對以回報廣大社區民眾對
於恒豐銀行長期以來的信任于支持於恒豐銀行長期以來的信任于支持。。

同往年一樣同往年一樣,,每一年的行慶晚宴的抽獎活動都將晚宴每一年的行慶晚宴的抽獎活動都將晚宴
推向高潮推向高潮,, 今年恒豐銀行也同樣為每位員工準備了現金今年恒豐銀行也同樣為每位員工準備了現金
抽獎抽獎,, 獎金從獎金從$$5050一直到最大獎現金一直到最大獎現金$$888888..8888,, 今年的最今年的最
大獎項由創行員工之一大獎項由創行員工之一,,目前在目前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服務的服務的Jade WangJade Wang抽到抽到。。

恒豐銀行自恒豐銀行自19981998年建行以來年建行以來,,始終秉持著始終秉持著 「「 誠信為誠信為
本本,,專業為責專業為責」」 的經營理念的經營理念,,堅持堅持 「「以心服務以心服務,,服務至心服務至心」」
的服務原則的服務原則,,堅持忠誠于客戶堅持忠誠于客戶,,並以誠信的態度與所有客並以誠信的態度與所有客
戶攜手共同成長戶攜手共同成長 。。 在在2121年的經營歷程中年的經營歷程中,, 恒豐銀行從恒豐銀行從
未放棄過對於品質卓越的追求未放棄過對於品質卓越的追求,,同時同時,,對專業技能及服務對專業技能及服務
質量的追求質量的追求,,匯聚成企業穩健及快速發展的強健動力匯聚成企業穩健及快速發展的強健動力。。

今天的恒豐銀行今天的恒豐銀行,,已經集結了亞裔已經集結了亞裔,,非裔非裔,,西班牙裔等西班牙裔等
不同族裔的行業精英不同族裔的行業精英,, 可以滿足各族群客戶的服務需求可以滿足各族群客戶的服務需求
，，在未來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服務至心的原
則則,,堅持誠信為本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
質的金融服務質的金融服務。。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右三右三））率領眾董事共同率領眾董事共同
主持行慶切蛋糕儀式主持行慶切蛋糕儀式。。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立者立者 ））在行慶在行慶
晚宴上致詞晚宴上致詞。。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右一右一 ））至各至各
桌致意桌致意。。

媒體群也分到紅包媒體群也分到紅包。。

恆豐銀行劉姸恆豐銀行劉姸Anna Yan Liu / AVP/Anna Yan Liu / AVP/
MarketingMarketing 欣喜的出示她抽到的欣喜的出示她抽到的$$200200元紅包元紅包

。。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後排右一後排右一 ））與抽到與抽到
$$888888元最大獎的得獎人元最大獎的得獎人Jade Wang(Jade Wang(後排左一後排左一

）） 合影合影。。

收到紅包的媒體群收到紅包的媒體群，，與該行的公關與該行的公關、、副總裁副總裁
周明潔周明潔（（左二左二 )) 高興亮紅包合影留念高興亮紅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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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花都落盡，一樹紅葉燒”
如果說日本的春天是浪漫的粉色，

那日本的秋天就一定是似火的紅色。在
充滿詩情意境的秋天賞楓是人們最喜愛

的秋季活動。隨著秋天的腳步，黃、橙
、紅的繽紛色彩將山嶽染成一幅美麗的
風景畫，古色古香的日本庭院在紅葉的
襯托下更加唯美典雅。秋風徐徐，更是
加溫了人們對"紅葉狩"的熱情。

在日本人眼裏，紅葉像一頭毛色華

麗的野獸，當它嗅到一絲秋天的氣息，
就迅速從北到南跑遍全日本，把這個狹

長的島國籠罩在它的影子裏。所以人們
不得不像獵人一樣，扛著相機追尋它的
足跡，“狩獵”美顏的秋楓。

【王朝旅遊】推出的“繽紛新日本
東京大阪富士山6日遊”， $299 “買

一送一”超級特惠價。還有更多日本、
韓國特色旅遊線路，任你挑選。錯過了
今年上半年的櫻花季，千萬不要再錯過
醉人的日本賞紅葉。詳情請致電咨詢。

（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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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
A14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王朝旅遊帶你去日本王朝旅遊帶你去日本““狩獵狩獵””美顏的秋楓美顏的秋楓
99--1111月日本月日本66日繽紛遊特惠日繽紛遊特惠$$292999““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開業近開業近2020年價格公道年價格公道，，菜式一流菜式一流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市粵菜的重鎮---

「珍寶海鮮城 」 一直是僑界人士、社團最喜愛前
往聚會、擺酒的所在。因其位置適中、廳堂豪華
、氣派，菜色價格公道，服務周到，一直是各公
司、社團聚會的首選。尤其在去年9月15 日因為
一樓大堂，經多月裝修完工，重新開業，更是煥
然一新、美崙美奐、氣派非凡。 「珍寶海鮮城」
價格公道，場地一流。一般酒席價格，有$280，
$330及$380三種。內容豐富，酒席菜色氣派，豐
富，是宴請貴賓，社團聚餐，春宴最理想的場所
，並有大型舞台，聲光一流。是僑界大型活動的
首選。 「珍寶海鮮城」 負責人父母皆來自越南僑
胞，在此地出生、長大的他，完全不涉政治，他
一視同仁，面向全僑，擁抱全僑。每日所思，以
最上乘的精緻美食去回饋僑社。

開業近二十年的 「珍寶海鮮城」 ，一直是休
市各大社團集會，春宴，公司行號擺酒最喜愛選
擇的地點。因菜色精美，價格公道，場地寬敞，
還有大型舞臺，是僑社各大小社團公司，年節聚
會，公司聚餐最喜愛前往的所在。如今，全新裝
修完工的樓下大堂, 推出煥然一新，整潔明亮，是
用餐最理想的所在。裝修完工的一樓大堂內，可
擺酒64桌，寬敞舒適，是社團、公司聚會，聚餐
最理想的所在。

重新開張的珍寶海鮮城,在點心和菜色上也更
新了，不僅點心更為精美，又更新了更多別具匠
心的午餐和晚餐菜色，令每一位看到菜單的珍寶

樓食客驚喜不已。
多年來以天天茶市、正宗粵菜、港式點心馳

名的 「珍寶海鮮城」 ，隨著一樓全新裝修完工，
他們新推出的菜單，也更令人驚豔！如點心類、
各式海鮮、名菜、洋洋灑灑上百種，令人目不暇

給。每道菜都是新菜，每道菜您從未吃過，等待
您來嚐試，大塊朵頤！

「珍寶海鮮城」 還精心承辦婚禮壽司，社團
的各類型宴會。除一樓大廳可容64桌，二樓大型
豪華宴會廳，更有大型舞臺，可容納百餘席。

「珍寶海鮮城」 每天上午十時至晚間十時營
業。該餐廳位於 「香港城」 西側前方，地址：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
281-988-8898

「「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 於去年九月重新裝修完工於去年九月重新裝修完工，，美崙美奐的一樓大廳美崙美奐的一樓大廳
，，使在這裡進餐成為無上的享受使在這裡進餐成為無上的享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重新裝重新裝修修，，可擺酒可擺酒6464桌桌，，推出精美點推出精美點心心，，別具匠心別具匠心午午、、晚餐菜色晚餐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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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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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313女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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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70

 

活    動    看    板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聯絡單位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713-27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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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713-270-9988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713-270-9988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
家長中文班

亞特蘭大支會 770-458-1000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奧斯汀聯絡處 512-491-0358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邁阿密聯絡處 954-538-117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奧蘭多聯絡處 407-292-1146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紐奧良聯絡點 504-782-5168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聖安東尼聯絡點 210-875-693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康福聯絡點 361-987-7130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行動 我的帳

我們用心維護大愛蔬果車，並
載著新鮮蔬果和乾貨等食物，

區，免費發放
人。

大愛蔬果車

一指積善

$7



BB1515廣告

珍貴日本長野一號菌種 / 零污染 / 有機栽培

買兩盒許氏日本靈の芝 120粒裝 
送限量珍藏版活靈芝 送完為止!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六 2019年5月25日 Saturday, May 25, 2019



BB1616廣 告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百利失去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星期六 2019年5月25日 Saturday, May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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