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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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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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美南作協舉辦講座美南作協舉辦講座 邀請成彥邦邀請成彥邦
從文學評論來解析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從文學評論來解析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代表一行九人
前往舊金山參加第42屆全美台聯會年會

（ 本報訊）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在會長-馮啟豐的領軍下，一行代表團9人，前往舊金山參加加第
42屆全美台聯會8月2日~4日的年度盛會，今年主題： 「拼經濟！台灣安全、人民有錢！」出席的貴賓有
中華民國國民黨籍的三位立委:江啟臣、陳宜民、童惠珍，以及國民黨海外部-郭昀光主任、國家政策研究
會-張競教授、前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博士等人，大家就明年2020年的總統大選提出各自的看法及意見
，更全力支持代表國民黨競選總統的高雄市-韓國瑜市長，馮會長因多年前救國團主任-李鍾桂博士前來

休士頓成立救國團之友會的認識，而成為主講人之一，童惠珍立委的介紹人！而代表休士頓台聯會的全美
繪畫比賽作品，在少年組也得到第三名的佳績！

休士頓台聯會參加年會九位代表，包括：會長馮啟豐夫婦、前會長鄭長祥夫婦，前會長王曉明夫婦，
前會長賴李迎霞，前會長陳煥澤及理事郭蓓麗等人。

( 本 報 訊)
成彥邦醫生
沉潛於華佗
醫學達二十
餘年，研習
華佗秘傳，
曾於第九屆
中醫針灸大
會上，發表

華佗發明用來作麻醉藥劑的麻沸散，剖腹、鋸開腦
骨，抽割積聚或腫瘤，斷截煎洗，除去積穢，為世
界外科手術之首創，華佗醫學見稱於世，蓋以此也
。

成醫生師法華佗，無中生有的創造發明精神，
突破九十年來無人能解的一項中藥配方，名為
Phlobalance富鹼寶，能改善人體酸性體質為弱鹼性

，他不但證實了 1931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Otto
Warburg 的假說，其重點為：沒有任何疾病包括癌
症能在鹼性環境下生存；而且已將富鹼寶向美、加
、中、日、歐盟等三十餘國申請專利，以造福人群
。美南作協能邀請一個發明家來作文學演講非常不
容易，聽眾如因文或因醫而有興趣者均勿失良機。

曾是美南華文作協會員的成彥邦醫師，期間曾
擔任多項職務，支持各種活動，不遺餘力，是一個
盡責盡職的會員。他的著述涉獵甚廣，除擔任台灣
自然療法雜誌海外編輯外，並在該雜誌闢有杏林夜
談專欄，從事對中醫的介紹和推廣。除了醫學專長
外，成醫師在美南新聞報載有十餘年的政治笑話專
欄，原盼借笑話方式，改革雜亂的政治現像。可惜
政客多過笑話，辜負成醫師的一番苦心，他自責是
不是因寫笑話越多，造就更多政客呢？因此封筆不
談政治。

過去他也經常在世界日報兒童版，發表其所著
兒童短篇故事和小說，期引發兒童的創作和想像力
。他曾在故臧武雲老師主辦的文化講座演講多次，
談抗戰史、談兒童文學、談本草綱目等。世界日報
副刊推出極短篇小說(文長不超過300字)時，成醫
師亦有不少極短篇發表。

此次接受美南作協秦會長力邀，以〈從文學評
論的角度談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為題演講，不
但是文學評論，也是醫學評論，聽他的演講必定收
獲良多。成醫師謙虛地說，三國演義中華佗醫學的
內容，無論從文學或醫學的領域，大家都可像老朋
友一樣坐下來聊聊。

成醫師採非常新穎的方法，將以文釋文的方式
切入主題，大可做為教學的借鏡，絕無冷場。機會
難得，舊雨新知均請踴躍參加。演講會於8月17日
下午二時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

圖為休士頓台聯會代表圖為休士頓台聯會代表（（左二起左二起 ））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會長王曉明夫婦，，會長馮啟豐夫婦會長馮啟豐夫婦，，前會長鄭長祥前會長鄭長祥，，李迎霞李迎霞，，理事郭蓓麗與來自台灣理事郭蓓麗與來自台灣
國民黨三位立委江啟臣國民黨三位立委江啟臣（（左四左四 ），），陳宜民陳宜民（（左六左六 ），），童惠珍童惠珍（（左五左五 ））合影合影 。。

為休士頓台聯會代表會長馮啟豐夫婦為休士頓台聯會代表會長馮啟豐夫婦（（前排左五前排左五、、左六左六 ））
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排左七前排左七、、左八左八 ））理事郭蓓麗理事郭蓓麗（（前排前排
左三左三 ））在全美台聯會年會現場在全美台聯會年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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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僑計畫臺灣青年休士頓金城銀行取經搭僑計畫臺灣青年休士頓金城銀行取經

（本報訊） 「2019 年台灣
青年海外搭僑計畫」休士頓組8
位學員24日中午由僑務委員黎
淑瑛、張世勳、鄭金蘭及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楊容清副主
任陪同參訪金城銀行，董事長
吳光宜僑務委員、總裁暨執行
長黃國樑、副董事長曾柏樺、
楊明耕、總經理吳國駒及董事
譚秋晴熱情接待。

吳光宜與學員分享在美創業
心路歷程，期勉臺灣學子未來
不論就學或創業都要培養多一
點的耐心、毅力、堅持，認清
自己的能力、興趣，維護良好
的人際關係和個人的信用，保
持樂觀進取的學習態度。黃國
樑向學員介紹銀行業務，並鼓

勵學員利用此行多看、多聽、
多問、多學，其後並和吳國駒
與學員就美國金融產業發展現
況交流座談；學員就第三方支
付對銀行業之挑戰、如何維持
銀行在美競爭力等面向踴躍提
問，兩人精闢回復學員提問，
學員勤作筆記，均表獲益良多
。

會後吳光宜致贈來訪學員精
美禮品，預祝此次訪美能獲得
寶貴的經驗。陳奕芳代表僑委
會致贈感謝狀予吳光宜；組長
林楚軒亦代表學員致贈卡片，
感謝他熱情接待，並表示能與
成功企業家面對面座談，真是
不虛此行，臺灣學子帶著滿滿
的祝福邁向下一個行程。

1212 當老松國小只剩六百多人當老松國小只剩六百多人 （（三三））
為新住民擎起火炬為新住民擎起火炬

過完年後，我把新莊國小校長吳順火找來，一起討論寫出 「新住民火炬計
畫」。我們的構想是從新莊開始啟動，全校有一百名、或是十分之一的學生來自
新住民家庭，就列為重點學校。

學校須肩負好幾項任務。白天為孩子加強課業，讓他們可以趕上一般程度，
晚上開課教媽媽講中文。身為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更重要的任務是教育孩子平
等對待所有背景的人。

在我看來，需要再教育的何止是小朋友，我們整個社會都充滿歧視的暴力語
言，間接、直接影響孩子。

例如，過去社會習慣稱呼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為 「大陸妹」，看似無關緊
要，造成的傷害卻可能無可彌補。有次，我到學校視察火炬計畫的實施狀況，問
一個小朋友，你媽媽是哪裡人？他別過頭，不理我，我以為他沒聽到，再問他，
連續兩三遍後，他突然脹紅了臉，用憤怒的口氣大聲說： 「我媽媽是大陸妹。」

我可以感受到，這三個字對他的傷害有多大。他的媽媽被社會貼標籤，連他
都瞧不起自己的媽媽，試問，這個媽媽要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這樣的孩子在陰
影下長大，如何成為健全的國民？未來他又要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這些問題
一層又一層，全都扣連在一起。

新住民火炬計畫設定的經費目標是一千萬元，在新莊區選定二十六所小學。
我們寫完計畫後，我給吳寶田董事長一個 「驚喜」，他也如約把一千萬元捐給我
們，成為點火的源頭。

拿到資源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工作坊，寫教材、編教案、辦訓練，還要
進行家庭訪視，了解每個家庭的狀況。同時針對孩子的白天班，以及媽媽為主的
晚上班進行設計，鼓勵媽媽走出家門，到學校上課的同時，要顧慮到她們可能有
小小孩要照顧，因此要同時開辦安親班。

一切看似就緒，但我認為還不夠。我告訴吳順火校長，我們要鼓勵小孩學媽
媽的語言，這才是孩子該學的 「母語」，有部分學校因此開辦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等不同語言
班。台北縣就這樣風風火火地擎起火炬。計畫開始的第一年，我去學校進行了解，看到很多新住
民很害羞，看到人連頭都不敢抬起來，經過四年的扎根，我再去拜訪，發現每個人落落大方，不
僅走出家門、有的進入職場，還協助同鄉一起站起來。

最值得驕傲的是，那時一般人打台北縣政府公務電話，接電話的總機可以用八種語言來回
應，這些全都是新住民媽媽。

新住民火炬計畫慢慢走上軌道，我更確信我們是往對的方向走。但經費來源確實是難題，不
能一直靠企業贊助。於是，我跟縣長周錫瑋報告，我們有必要成立和新住民事務相關的局處，也
得到他的支持，只是到了縣議會被打回票，因為這些人沒選票。

在我的堅持和推動下，台北縣政府在教育局下設置新住民事務科，既然有主管單位，就有人
員編制，同時也有了政策和預算。第二年開始，新住民火炬計畫進入體制內，從新莊推廣到全台
北縣。有一年，萬里國小的學生成績排名，全校前三名的小朋友都是來自新住民家庭，我更深切
體認到，這些小朋友有可能比我們還優秀，只要我們不放棄。

將火種送到全台灣
轉往內政部任職後，我仍沒有忘記心中的那把火炬。在內政部移民署下設有外配基金，但過

去經費多用在辦美食節、文化節等等活動，找新住民媽媽們唱歌、跳舞，錢花了、大家也同樂，
但似乎缺乏更具體的實質效果。

我從二○○五年到台北縣政府任職，二○一一年進入內政部，中間不過六年時間，新台灣之
子的數量一直在增加，台北縣中小學生來自新住民家庭的人數，從過去每八人中有一人，快速增
加到每五人中有一人。

移民署長有次見到我，跟我說，部長，不得了了。原來他去澎湖訪視，發現有個學校的學生
幾乎都來自新住民家庭，只有三個人的媽媽是台灣人，離島和偏鄉都是如此。

這讓我更積極想要將在台北縣燃起的火炬，燒到全台灣。因為可能有很多家庭，錯誤地將新
住民媽媽當作生育工具，但不要忘了，媽媽在教育小孩、養育小孩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
人可以替代，這也是人口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此，我跟移民署提起火炬計畫，並說我們和時間在賽跑，因為孩子很快會長大。移民署的
同仁開始有些遲疑，回應這是教育部的事情。

但這是教育部的事嗎？這是全中華民國的事。將時間快轉到二○三○年，台灣年輕人中十三

．五％來自新住民家庭。若在他們進入學校之初，不好好教育，讓他們融入社會，以至於疏離感
愈來愈大，即有可能成為台灣社會的不定時炸彈，未來一年投入十億、百億可能都不夠。

若我們給予適當而妥適的教育，等到他們長大，台灣會有超過一成的年輕人精通東南亞語系
的語言，自然而然成為台灣的潛在競爭力，更可能是台商進入東南亞市場的尖兵。

在這樣的思考下，有了最新的新住民火炬計畫。移民署從外配基金撥了兩億元，並說服教育
部編列四千萬元，我們嘗試將火種送到全台灣。

移民署以台北縣當時鎖定重點學校的標準，全校有超過一百名或是十分之一的學生來自新住
民家庭進行篩選，結果有兩千多所學校符合。但即使採取更細緻的三級制，一所學校補助從二十
萬到六十萬元不等，二億四千萬元也只能輔導三百多所，再加入民間來的善款，還是不到四百
所，另外五分之四都是遙不可及。

但我最欣慰的是，移民署從原來的抗拒，到後來士氣大振，態度更從完全陌生到積極投入，
因為他們看到新住民媽媽和小朋友的改變，不但站起來，更勇於表現自己。

我快離開內政部時，心中念茲在茲的除了國土規劃之外，就是新住民火炬計畫。於是，我去
拜會馮燕政務委員，希望她幫忙關照這件事，必要時給教育部和內政部壓力，千萬不要讓火炬計
畫從此熄滅。

因為台灣的人口，不但數量在減少、品質也在劣化，完全是因為社會給予的土壤過於貧瘠，
即使灑下最好的種子，也無法長出漂亮的樹、結出圓滿的果實，最後終將面對的是一片荒蕪的大
地。

經費用對了，效果將是千萬倍
幾個月前，過去一起進行火炬計畫的老夥伴來找我，他們擔心移民署外配基金的兩億元經

費，明年可能不編了，還有現行計畫內的新住民重點學校四百所，全數都在小學，沒有中學，但
中學生和小學生的需要不同，且孩子的成長期這麼長，從國中、高中到大學，都需要有人適時拉
一把。

人，永遠是最難解的謎題，也最需要投注資源。美國相當頭痛的華青幫，以及東南亞移民組
成幫派，就是因為過去在教育上漠視和輕忽的結果。台灣號稱治安良好，是因為有完善的社會結
構，就如今天我們明明看到已有缺口，但只會捐錢、丟沙包，卻沒有完整的政策和配套去補足缺
口，無異是利用防堵的方式來治水，投入再多的經費也只是付諸流水。

但經費若是用在對的地方，獲致的效果絕對是千倍、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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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杜拜遊，高貴而不貴! 完成您
前進杜拜的夢想!

保證進入七星帆船飯店、八星級酋
長皇宮以及六星級亞特蘭提斯飯店內用
餐人到杜拜，最大的“文化”震撼不在
於中東風情與西方品味的結合，而是酒
店的豪華精美的程度。最為奢華的帆船
酒店更是讓人感到超出自己以往關於奢
侈的全部想象，濃烈的伊斯蘭風格和極
盡奢華的裝飾都在這裡發揮到了極致，
您能想到的，這裏的一切都讓您嘆為觀
止！

赤足感受阿拉伯沙漠的體溫，聆聽
荒漠峽灣的心跳，在這裡，忘記時間，
忘記工作，只有快樂。讓我們帶領您進
入這神奇的國度，品味杜拜，盡享奢華
。

** 堅決拒絕那些用平價作招來, 只
給客人20分鐘吃自助餐, 大部份景點只
是行車經過的杜拜團! 我們沒有額外的
強制入場費，沒有強制的購物點）！

***團費(未含機票): $1150.00/每人
*** (二人一房), 單房差: 加$425.00
請立刻來電查詢詳細行程及相關行程機
票價

另司機和導遊小費 (每人每天 US
$10, 共收$60/人) 與團費一起支付

旅館住宿: 5星級Avani 或 同級飯店
安排五晚

超級豪華客戶們請留意: 如您想藉
此體驗 住在有名的七星帆船飯店，

六星亞特蘭提斯飯店或八星酋長皇
宮，我們可以為您預訂（需額外費用）

餐飲特色 : 品味經典料理的 「道地
美宴」 (團費已包含, 餐費總值超過 US
$400)

全程於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早餐
六星亞特蘭提斯飯店-- 國際美食

Buffet
八星酋長皇宮飯店--自助午餐
七星帆船飯店--豪華料理
旅遊特色 : 阿拉伯風情民俗全體驗:
YBurj Khalifa 世界第一高塔 ~ 杜拜

塔 YDubai Fountain 杜拜噴泉
YAl Naboodh 特色大宅
YBlue Souk 藍 色 市 集 ， Gold &

Spice Souk 黃金交易大街及香料市集
YHeritage Club民俗村
YSheikh Zayed Grand Mosque 阿布

達比清真寺 ~ 世界上最漂亮的清真寺
YCamel Ride騎駱駝
YMall of the Emirates 阿聯酋購物中

心 YDubai Mall 杜拜購物中心 ,杜拜水
族館 , 海底世界

YDubai Museum 杜拜博物館
YABRA Ride 阿拉伯傳統水上計程車

, Ferry Boat飛翼船
Y Safari or Dhow Cruise沙漠衝沙或

阿拉伯傳統木船遊輪夜宴
Y Ski Dubai中東第一個真雪室內滑

雪場
簡介行程如下:
第一/二天 原居地 -- 杜拜 啟

程，飛往海外！
第一天 - 此天搭乘豪華客機，由

原居地飛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主要成員
國－杜拜。

第二天 - 到達杜拜後由我們安排
專人接機，送往酒店入住休息。

第三天 杜拜 -- 阿布達比 – 杜拜
世 界 頂 級 金 碧 輝 煌 的 酋 長 皇 宮

阿布達比一連串的市區觀光 -白堡

、傳統的老市場、民俗藝術村、最高的
48層樓的世界貿易中心及阿布達比最大
清真寺 Sheikh Zayed Grand Mosque 等
，爾後續前往大砲、大茶壺, 著名地標,
觀濱海大道上的火山造形－噴水高塔，
可遠眺對岸的海景及美麗的沙灘。午餐
於阿布達比的酋長皇宮酒店內享用。參
觀阿布達比酋長宮殿, 毗鄰酋長皇宮酒
店。返回杜拜途中停留 - 六國商城。

第四天 杜拜 盡 情 享 受 貴 族 般
的 尊 榮 !

杜拜博物館 , 乘傳統★水上計程車
“ABRA” , 黃金及香料之市集, 您可自
由選購喜愛之金飾及紀念品。晚上參加
沙漠衝沙-可體驗藥草彩繪 (Henna) (包
含沙漠特式餐)或是阿拉伯傳統木船遊輪
夜宴。
第五天 杜拜–沙迦 –杜拜一切 都 讓
您 嘆 為 觀 止!

沙迦酋長國，現杜拜衛星城，參觀
阿拉伯伊斯蘭風格的傳統建築Al Na-
boodah 特色大宅。續往參觀極具聖神
莊嚴的法素爾清真寺及Blue Souk藍色市
集購買當地紀念品。

今天午餐於七星級豪華帆船飯店享
用 - 之後前往 Dubai Mall 杜拜購物商場
，
【杜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擁有1,200
家商店，是世界最大的購物和娛樂中心
。
【杜拜水族館+海底世界】相當於50個
足球場的面積,擁有全球單一最大鯊魚群
和最大的觀景玻璃。

【哈裏發塔Burj Khalifa觀景臺】塔
高828公尺(比臺北101還高出320公尺)
，樓層總數169層樓。

第六天 杜拜 當 您 真 心 追 求 實
現 夢 想 時，每 一 個 時 刻 都 是 繽 紛
且 幸 福 的…

搭乘杜拜飛翼船 RTA Ferry Boat 一
覽海上風光。

前往非常巨型的阿聯酋購物中心。
裡面有 Cinestar 綜合電影院、設有保齡
球館場的大型遊戲中心，當然還有陣容
龐大的店舖。有在中東第一個真雪室內
滑雪場。午餐(客人自理)可在Mall裡, 建
議輕食, 肚子留代豐盛晚餐。之後搭乘
朱美拉棕櫚島
單軌電車Monorail，前往棕櫚島亞特蘭
提斯飯店享用豐盛自助餐。

【棕櫚島The Palm】：棕櫚島工程
劃耗資140億美元，於2009年完工。是
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將完全浮出海面。
其巨大的規模和奇特的形狀，宇航員在
太空中用肉眼就可以看見它們。

第七天 杜拜 – 原居地 精 神 飽
飽，行 囊 飽 飽，回 家 囉！

早餐後, 安排一次性專車前往機場
或整天自由活動，結束此次難忘的杜拜
之旅。

費用包含 :
1. 全程5星級酒店住宿費用 (兩人一房)
。 2. 旅館早餐，以及有標示出的餐點
。 3. 中文導遊。 4. 旅遊巴士、司機
。 5. 行程中所列出的參觀景點門票
及活動費用。 6. 每人每天兩瓶礦泉水
。

費用不包含 :
1. 司機和導遊小費 (每人每天 10 美金, 以
６天計算共 US$60/人) 。
2. 個人消費和酒水飲料費。
3. 酒店收費項目和一切私人性質費用 (
如：電話、洗衣、酒類、飲料、郵件、
礦泉水、保險、行李超重費等) 。
4. 所有行程表之外的任何活動或節目費
用。
5. 杜拜簽證費用。
6. 因交通阻礙、罷工、戰爭、自然災害
等不可抗拒因素引起的額外費用、延期
逗留者的酒店住宿以及餐飲費。
7. 機票。
8. 相關旅遊保險(貴賓可依個人情況與本
公司洽詢購買)。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七天豪華金色杜拜遊七天豪華金色杜拜遊
特別團特別團20192019年年 1010月月2222日日 ~~ 2828日完日完((旺季旺季))

Tel電話: (713) - 777– 1717 Email: asaptravelwize@yahoo.com
Website: www.asaptravelwize.com

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 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
美華天主堂新年度的成人慕道班將於 8 月 24

日 開課。慕道班旨在引導慕道者，領悟天主的愛
，暸解生命的意義，認識天主教的信仰進而皈依
天主的大家庭。另外，兒童教理班及青年組的信
仰陶成，也在8 月 18 日起開始接受報名註冊；並

於 9 月 8 日開課，上課地點：美華天主堂活動中
心。

我們將分別在8月24日舉行兩場歡迎說明會
，時間：早上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有午餐招待)，或
下午一時至四時 (有茶點招待)。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來參加，請到教堂或以手機簡訊報名。
報名及查詢，請聯絡: 趙善才 832-600-1308 (

英語班), 李邦寧 832-275-8178 (國語班), 黎達文
832-755-3872 (粵語班)。

美華天主堂的地址為4650 Jetty Lane，近百利

大道 在Kirkwood和 Cook 之間，從百利大道轉口
處有AutoZone店標，電話 281-575-8855。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世音娘娘寶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世音娘娘寶旦旦（（得得道道日日））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本頭公廟於本頭公廟於77月月2121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在該時在該
廟熱烈慶賀觀世音娘娘寶旦廟熱烈慶賀觀世音娘娘寶旦（（得道得道
日日），），信眾向觀世音娘娘敬拜信眾向觀世音娘娘敬拜。。

洪錦鈿師兄洪錦鈿師兄（（二左一二左一））及經生們誦經及經生們誦經。。高永年夫人高永年夫人（（左左）、）、陳秀英女士陳秀英女士
親切為信眾服務親切為信眾服務。。

本頭公廟於本頭公廟於77月月2121日熱烈慶賀觀世音娘日熱烈慶賀觀世音娘
娘寶旦娘寶旦（（得道日得道日）。）。

高永年財政高永年財政（（右一右一））熱烈歡迎僑界人熱烈歡迎僑界人
士士（（左一左一））參加本頭公廟慶賀觀世音參加本頭公廟慶賀觀世音

娘娘寶旦娘娘寶旦（（得道日得道日）。）。

林國雄秘書長林國雄秘書長（（左一左一））主持主持、、高永年夫婦高永年夫婦，，李李
豪夫人豪夫人、、李如強副會長向觀世音娘娘上香李如強副會長向觀世音娘娘上香。。

林國雄秘書長林國雄秘書長（（左一左一））主持主持、、高永年夫婦高永年夫婦、、
李豪夫人李豪夫人、、李如強副會長等向觀世音娘娘敬李如強副會長等向觀世音娘娘敬

拜拜。。

潮州會館鑼鼓隊助興潮州會館鑼鼓隊助興。。

潮州會館麒麟醒獅團舞獅助興潮州會館麒麟醒獅團舞獅助興。。

潮州會館麒麟醒獅團功夫表演潮州會館麒麟醒獅團功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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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Kim: 832-691-4284 

Pour new concrete & repair concrete. 
We do driveways, backyard patio, & sidewalk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修復水泥地＆新水泥地
我們做停車道
後院和人行道
支持商業和住家Our Sample

COnCrete 水泥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暑假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暑假““走進市政廳走進市政廳””
受到休斯頓市長親自接見受到休斯頓市長親自接見！！

（本報記者黃梅子）8月6日，龍
學天下中文學校王榕校長和學校班主任
老師帶領該校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參
觀了休斯頓的市政廳、觀摩了市長和議
員的現場辦公。此前龍學本著讓小朋友
們走進社區，了解社區的想法受到了休
斯頓政府的大力支持，市長秘 書專門為
龍學安排了在7、8 月來參觀，全面了解
市政府的各部門職能和辦公現場的真實
工作狀態，此行受到市長Sylvester Turn-
er的親切接見。據悉，這是該校今年暑
假第四次“走進市政廳”。

小朋友們在市長秘書的帶領下，興
致勃勃地觀摩了市長和議員的現場辦公
。接下來，小朋友們參觀了市政廳的圓

形議會廳、市政府的稅收部門。小朋們
還坐在市長和市議員的位置上模擬現場
辦公，市長秘書問如果你是市長，你會
有什麽樣的舉措，有的孩子說保護動物

，有的說為窮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休斯頓市政廳建於1939年，現已具
有80年歷史的市政廳。它是市政府最有
特色、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建
築。

市政廳參觀結束後，市長Turner親
切地接見了全體小朋友，並與小朋友合
影留念。市長次日在自己的推特上分享
此事，稱“非常高興有這樣的參觀者”
。該活動是龍學“走近社區”社會實踐
主題活動之一，旨在激發小朋友參與社
區活動的積極性，提高小朋友的公民意
識，讓孩子們了解社區，了解政府的管
理系統，增強為社區服務的意識。為了
更好地達到這個效果，參觀結束後，龍
學還特意安排了分享總結會，隨行誌願
者組織小朋友進行了總結和提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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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簽證概述
K簽證是專為美國公民的未婚夫/妻前

往美國結婚而設立的簽證類別。申請人必
須在抵達美國九十天之內完成結婚手續，
然後由其美國公民的配偶為其申請綠卡。

K簽證的要求
1．申請人必須是美國公民。美國綠

卡持有人無法申請K簽證。
2．申請人必須提出材料證明雙方在

過去兩年中曾經見過面。法律也規定，在
特殊情況下，如果因極度困難而無法見面
的話，申請人可以提出相關證據免除此項
要求。 一個案例表明，美國公民未婚夫
因長期患病在床，無法與他以通信方式結
識的未婚妻見面。在提出醫生和醫院提供
的輔助材料以後，移民法院推翻了移民局
的決定，準許其未婚妻來美結婚。

K簽證的基本文件
在申請K簽證時，應提供以下材料：
1、美國公民身份的證明材料。如出

生證、公民證、美國護照等；
2、兩人的未婚身份證明材料。包括

離婚證明材料或以前配偶的死亡證明；
3、兩人提出申請之前的兩年之內見

過面的證明材料；如飛機票，出入境章的
復印件，合影照片等。

4、其它輔助證明材料以證明其關系
的真實性，如兩人的合影照片、來往書信
、電子郵件、網絡聊天記錄、電話賬單、
飛機票等，以證明兩人的關系及準備結婚
的意圖。

應註意的問題：
1、K簽證持有人必須在抵美九十天之

內完成結婚登記。否則，會喪失合法居留
身份。如果因故未能在九十天之內結婚，
應提供詳細、合理的說明。

2、持K簽證者在進入美國之後，不
得轉換為其它非移民身份，如學生（F－1
）或專業人員工作身份（H－1B）等，也
不得以其它類別的親屬移民轉換成綠卡身
份。

3、在提出綠卡申請時，必須由為其
申請K簽證的美國公民配偶出面申請。如
果K簽證持有者以美國公民未婚妻的身份
來到美國後，因種種原因沒有和為其提出
K簽證申請的美國公民結婚，而是嫁給了
另一個美國公民，其美國丈夫無法為她提
出在美國境內調整為綠卡身份的申請。她
必須前往美國海外領事館申請移民。

K簽證的申請過程
K簽證的申請須經三個步驟，首先，

美國公民需向其居住地所在的移民局審理
中心提出申請。 在申請獲得批準之後，移
民局會將案卷轉至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
簽證中心。簽證中心審核之後，再將該案
卷轉至K簽證申請人所在國家處理移民簽
證的美國駐外領事館（中國的K簽證統一
由美國駐廣州領事館處理）。美國領事館

將通知申請人前往面談。
在前往面談時，應準備如下文件：
1、有效護照；
2、出生公證；
3、無犯罪記錄公證；
4、體檢材料；
5、偕行子女的上述材料；
6、經濟擔保材料；
7、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證明其與美國

公民的關系屬實。
K簽證持有人可在美合法工作，其未

滿二十一歲的未婚子女也可一起申請K簽
證前來美國。請註意，如果K簽證的持有
人與美國公民結婚時，其子女已超過十八
歲，則不能跟隨父母在美國申請親屬移民
。因為從婚姻法來看，超過十八歲的子女
已經成年，不能由其繼父/母為其申請移民
。只有等到K簽證的持有人本人拿到綠卡
以後，才能為其子女申請移民。

最新移民消息
1.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八月份移

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卡
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期，
可以同時遞交I-130（親屬移民申請） 和
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情形幾年
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9月份是否會持
續這個排期情況。

一般而言，美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
己的外籍配偶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一步
（I-130），等移民排期排到後才能遞交
綠卡申請的第二步。但是在今年8月份，
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
兩步同時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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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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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結
束。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去
年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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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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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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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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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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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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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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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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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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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川普總統表示，所有申請過美國
政府福利和政府補助的申請人，將在綠卡
和公民申請時被移民官視為“公眾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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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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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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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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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
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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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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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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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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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
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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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妻來美妻來美(K Visa)(K 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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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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9年8月10日 Saturday, August 10, 2019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地區華文教師研習會結業式休士頓地區華文教師研習會結業式

全體學員合影於結業式上全體學員合影於結業式上。。

莊芳齡會長莊芳齡會長（（左左 ））頒發結業證書給菩提中文頒發結業證書給菩提中文
學校校長張景華學校校長張景華（（右右 ）。）。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右右 ））代表僑委會頒獎代表僑委會頒獎
給給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會長莊芳齡會長莊芳齡

（（左左 ）。）。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右二右二 ））代表僑委會委員長頒獎代表僑委會委員長頒獎
給來自台灣師範大學給來自台灣師範大學 「「國語文教學中心國語文教學中心」」 的的
兩位老師陳立芳兩位老師陳立芳（（右一右一））及楊曉菁及楊曉菁（（左二左二））
旁為旁為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會長莊芳齡會長莊芳齡

（（左一左一）。）。

休士頓地區華文教師研習會上周末在僑教中心舉行休士頓地區華文教師研習會上周末在僑教中心舉行，，共有共有
休士頓休士頓、、糖城糖城、、奧斯汀等地近奧斯汀等地近8080位華文教師參加位華文教師參加。。

休士頓地區華文教師研習會上周末在僑教中心舉行休士頓地區華文教師研習會上周末在僑教中心舉行，，共有共有
休士頓休士頓、、糖城糖城、、奧斯汀等地近奧斯汀等地近8080位華文教師參加位華文教師參加。。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立者立者 ））在結業式上致詞在結業式上致詞。。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立者立者 ））在結業式上致詞在結業式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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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20202020年年11//88--11//2121
柬埔寨柬埔寨、、南北越南北越1414天經典之旅天經典之旅((五五))———峴港篇—峴港篇

第三屆泛美傳統武術錦標賽於7月12日至14
日在加州聖何塞獨立高中體育館成功舉行。來自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秘魯
、百慕達等國家武術代表隊，以及來自中國的武

術團體，共計21支代表隊
400多名參賽運動員和25名
國際級裁判班學員，和各國
運動隊的官員、隨隊觀察員
以及數十位參加名師表演的
世界冠軍、全國冠軍，多個
傳統武術流派的名家代表出
席了這次國際武術大賽。美
國國家武術隊成人組選拔賽
也同時舉行。共有2500多
人現場參與觀摩這一國際武
術盛會。
釋行浩大師的弟子，美國
傳統武術國家隊隊員戴曉辰
（Kerolyn Dai) 和 王 臻 真

（Elaine Wang) 兩位同學參加了泛美傳統武術錦標
同年齡組的競賽。王臻真同學，牢記師訓，以飽
滿的熱情和高昂的鬥誌投入到比賽中，以比較明
顯的優勢奪得了女子12歲以下組的兩枚金牌；戴

曉辰同學頑強拼搏，奮力奪得女子13至17歲組的
兩枚銅牌。她們再次為美國隊、休斯頓市和釋行
浩少林功夫學院爭得了榮譽。

14歲的黃吉恩（Jean Hoang)同學跨年齡段報
名參加了美國國家武術隊成年組的選拔賽。在比
賽中她不畏強手、勇於拚搏，再次成功入選美國
國家武術隊。在此我們向黃吉
恩同學和師父行浩大師表示熱
烈的祝賀！

世界武術聯合會執行副主
席、美國武術聯合會主席吳廷
貴先生，世界冠軍太極皇後高
佳敏老師和世界武術聯合會技
術委員會委員，美國武術聯合
會副主席呂小林老師等都向我
院獲得優異成績的同學們表示
祝賀和勉勵！第三屆泛美傳統
武術錦標賽暨美國國家武術隊
選拔賽有泛美洲武術聯合會主

辦，美國武術聯合會和美國太極拳養生基金會以
及李書東武術學院承辦。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地址：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TX77036 網址：Houstonshaolin.
com 電話：832-858-3898

泛美傳統武術錦標賽加州落幕泛美傳統武術錦標賽加州落幕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再傳捷報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再傳捷報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 ））農曆七月為教孝月農曆七月為教孝月。。休士休士
頓華嚴蓮社定於國曆頓華嚴蓮社定於國曆20192019年年88月月1313日日（（下週二下週二
，，即農曆七月十三日即農曆七月十三日））至至88月月1818日日（（下週日下週日，，
即農曆七月十八日即農曆七月十八日））在最吉祥殿啓建梁皇寶懺在最吉祥殿啓建梁皇寶懺
法會六永日法會六永日。。每日上午九時起每日上午九時起，，禮拜梁皇寶懺禮拜梁皇寶懺
，，下濟六道群靈下濟六道群靈。。每日下午圓滿時施放蒙山施每日下午圓滿時施放蒙山施

食食。。圓滿日施放三時繫念佛事圓滿日施放三時繫念佛事。。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信眾屆時敬請諸大護法信眾，，駕臨拈香駕臨拈香，，同祈福益同祈福益
。。同時仰仗諸佛菩薩之威神力同時仰仗諸佛菩薩之威神力，，令檀越在生父令檀越在生父
母師長母師長，，兒女眷屬兒女眷屬，，福慧增長福慧增長，，四季康寧四季康寧，，消消
災免難災免難，，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已故歷代先亡已故歷代先亡，，即時離苦即時離苦
得樂得樂，，往生淨土往生淨土。。並祈求世界和平並祈求世界和平，，國泰民安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風調雨順，，以此功德福佑冥陽兩利以此功德福佑冥陽兩利。。此外每此外每
日正午備有素齋供眾日正午備有素齋供眾。。敬請檀信踴躍隨喜參與敬請檀信踴躍隨喜參與
法延法延，，同沾法益同沾法益，，共邀福庇共邀福庇。。
法會期間法會期間，，設有超薦往生蓮位及平安燈設有超薦往生蓮位及平安燈、、報恩報恩
燈等燈等（（農曆七月一日至二十九日農曆七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冀參加者冀參加者
請儘早與華嚴蓮社聯絡報名登記請儘早與華嚴蓮社聯絡報名登記，，以利作業以利作業。。

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93699369 Wilcrest Dr., HousWilcrest Dr., Hous--
ton TXton TX 7709977099--21282128,, 電話電話：（：（281281））495495--97009700，，
或或 （（281281）） 879879--44854485，， Fax:(Fax:(281281))498498--29842984,,
E-Mail : ablsbuddha@yahoo.com.twE-Mail : ablsbuddha@yahoo.com.tw

休士頓華嚴蓮社自下週二起至周日 啓建清明法會，禮拜梁皇寶懺

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我們主要介紹的都我們主要介紹的都
是名勝古跡是名勝古跡，，但其實但其實，，越南是個擁有越南是個擁有22002200公裏公裏
遼闊海岸線的國家遼闊海岸線的國家，，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底蘊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底蘊
，，也擁有著豐富多彩的壯闊景觀也擁有著豐富多彩的壯闊景觀。。峴港峴港，，就是就是
其中一個著名的海濱城市其中一個著名的海濱城市，，她不僅是越南的第她不僅是越南的第
四大城市四大城市，，也是也是《《國家地理雜誌國家地理雜誌》》推薦的人生推薦的人生
必去必去5050個地方之一個地方之一。。

峴港非常適合觀光度假峴港非常適合觀光度假，，其城市基礎設施其城市基礎設施
相對成熟相對成熟，，星級酒店接連成排星級酒店接連成排，，椰林樹影椰林樹影、、水水
清沙幼的海岸清沙幼的海岸，，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際遊客前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際遊客前
往往。。峴港最迷人之處峴港最迷人之處，，並不僅僅是高級酒店的並不僅僅是高級酒店的
奢華奢華SPASPA和私家海灘和私家海灘，，而是峴港的周邊聚集了而是峴港的周邊聚集了
眾多的名勝古跡眾多的名勝古跡、、世界遺產以及秀美風光世界遺產以及秀美風光，，我我

們在之後的篇幅中也會逐一為大家介紹們在之後的篇幅中也會逐一為大家介紹。。
美溪海灘有美溪海灘有““世界六大美麗海灘之一世界六大美麗海灘之一””的的

美譽美譽，，峴港的海岸線超過峴港的海岸線超過3030公裏公裏，，蔚藍的海水蔚藍的海水
，，柔軟潔白的幼沙柔軟潔白的幼沙，，是旅遊的最佳場所是旅遊的最佳場所。。美溪美溪
沙灘的沙子細碎且柔軟沙灘的沙子細碎且柔軟，，白色的碎沙透過腳趾白色的碎沙透過腳趾
間的縫隙間的縫隙，，帶著一點點的癢帶著一點點的癢，，輕輕的撫摸著腳輕輕的撫摸著腳
底底。。這裡可以曬太陽享受日光浴這裡可以曬太陽享受日光浴，，也可以玩各也可以玩各
式各樣的水上活動式各樣的水上活動，，也有很多人喜歡什麼都不也有很多人喜歡什麼都不
做做，，就在海灘上靜靜的觀賞日落就在海灘上靜靜的觀賞日落，，寧靜而又閒寧靜而又閒
適適。。海灘周邊有許多的海鮮餐廳海灘周邊有許多的海鮮餐廳，，人氣非常旺人氣非常旺
。。

佔族雕刻博物館佔族雕刻博物館，，建於建於19151915年年，，這座橙黃這座橙黃
色的法式建築中色的法式建築中，，收集保存著從美山收集保存著從美山、、東陽東陽、、

查喬和平定各地發現的查喬和平定各地發現的77--1515世紀佔婆王國的雕世紀佔婆王國的雕
塑塑，，是越南最大的佔族石雕藝術博物館是越南最大的佔族石雕藝術博物館，，也是也是
砂石雕塑最多的博物館砂石雕塑最多的博物館。。佔族是歷史上位於越佔族是歷史上位於越
南南面的佔婆國的主體民族南南面的佔婆國的主體民族，，峴港一帶均屬原峴港一帶均屬原
佔婆國佔婆國。。佔族博物館內藏石雕十分豐富佔族博物館內藏石雕十分豐富，，有各有各
種石人像雕種石人像雕、、石獸像雕和各種佔族建築石雕藝石獸像雕和各種佔族建築石雕藝
術術，，大大小小近千件的藝術精品大大小小近千件的藝術精品。。

龍橋龍橋，，是越南政府為了紀念峴港解放是越南政府為了紀念峴港解放3838週週
年而建的一座大橋年而建的一座大橋，，它在漢江之上它在漢江之上，，是世界上是世界上
最大的龍形大橋最大的龍形大橋。。龍橋的全身覆蓋著超過龍橋的全身覆蓋著超過25002500
個個LEDLED燈燈，，在晚上會不斷的變換色彩在晚上會不斷的變換色彩，，不僅可不僅可
以在節日和特殊活動上噴火以在節日和特殊活動上噴火，，還可以將水噴到還可以將水噴到
空氣中空氣中，，宛如一條真龍宛如一條真龍！！

峴港大教堂峴港大教堂，，原本是在原本是在19231923年為了當地的年為了當地的
法國人而建造法國人而建造，，如今成為服務於當地四千多天如今成為服務於當地四千多天
主教徒的教堂主教徒的教堂。。教堂外觀如糖果般的粉紅色教堂外觀如糖果般的粉紅色，，
鑲嵌著中世紀風格的彩色玻璃鑲嵌著中世紀風格的彩色玻璃，，十分具有夢幻十分具有夢幻
色彩色彩，，也是遊客們打卡攝影的網紅之地也是遊客們打卡攝影的網紅之地。（。（圖圖
片源自網絡片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服務專線：：((713713))981981--88688868 微信客服微信客服：：aataat713713
地址地址：：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Corporate Dr, Suite A-1414, Houston,, Houston,
TX,TX, 77036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A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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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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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惟有愛才使人完全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思牡與許伯伯許伯母

大約在六年前的一個冬天，我收到從

大陸來的家信。這封家信就像是一個晴天

霹靂，因為信中告訴我：經染色體檢查，

我七個月大的小姪女被診斷為先天性「唐

氏綜合症」患者（Down's Syndrome）。

這怎麼可能？我們家三代中連「弱智」都

不曾有過，為什麼單單這個小姪女是個先

天愚型兒？我在心裡拼命抵賴：「這不可

能！」

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的心理反應

還正處於被心理學稱為第一階段 ── 否認

的時候，我讀到了下面這段祈禱文，是一

個叫恩迪的「唐氏綜合症」孩子出生後，

牧師為他做的第一個祈禱︰

「主啊，許多時候，我們很難明白你

為我們所預備的，在人看來恩迪是

不完全的；但是，他是按你完全的

計劃所造的，我相信他的降生，是

要在你完全的工作上有份…… 」
讀著這段禱文，淚水充滿了我

的眼眶。這段祈禱文震撼了我的

心，也撫慰著我的心，因為那時我

已信主，相信是祂創造了宇宙和萬

有，祂是無所不能的……

而且這段禱文還讓我想起了下

面這段經文：「門徒問耶穌說︰

『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

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

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

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

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 約翰福音九2至3）
這段禱文和這段經文似乎幫助我很快度

過了「抵賴」的心理反應階段，而轉為接

受現實。

那時候我才剛信主，與神的關係很鬆

散，幾乎感受不到神的愛。記得在我們小

小的中文查經班裡，聽著帶領人講神是

「至善」，如果只用一字來描述聖經，那

就是「愛」…… 我的反應很木然，沒有多

少共鳴。

想到小弟和弟媳撫養這個孩子將會碰到

的艱辛，想到這些有殘疾的孩子們將來如

何生存，心中的傷痛和憤懣化為一個默默

無聲的問句︰「為什麼全能、全善和慈愛

的天父要造一些不完全的殘疾兒，來顯出

神的作為？」

一心來尋求祢，求祢向我顯明祢的心意，

因祢曾向我應許說 : 認識祢名的人要倚靠

祢．因祢沒有離棄尋求祢的人。求祢光照

我，除去我心中的黑暗，更新我的思想，

使我裡面有正直和公義的靈，求祢供應我，

使我不致缺乏，求祢為我爭戰，為我挪去

仇敵的偷竊和攻擊，賜給我真實的平安和

喜樂，因為我渴望要來事奉祢，今天我要

用我的生命來榮耀祢，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8-9 海灣華人教會週五團契晚上有三

位遊學生接受浸禮，由郭文仁牧師主禮，

求主賜福他（她）們。

◎友人來信

1.) 請為山東來美燒傷孩子趙德鳳 (20
歲 ) 明天將近一天的鼻樑整型手術代祷，

求神親自掌權施恩憐憫，感谢天父是我們

最信得過的主宰，信實平安隨著德鳳。

～～海灣華人教會 / 郭師母

2.) 赐平安的主，你的孩子小鳳明天手

術的整個過程求你親自掌管，赐手術醫生

智慧的力量，赐小鳳堅强的意志，手術後

的康復求主保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雲南 / 唐躍雲率小敏小澤

3.) 願神保守你們來去的脚步平安！賜

你們屬天的喜樂，聖靈引導你們每一個人

講出神那裏來的安慰話語。～～孔莉

4.) 謝謝您的愛心和讓我們知道一些事

情可以讓我們一同參與禱告的事奉！

～～ Eva 羅師母

5.) 願阿爸天父保守妳們出入平安，用

智慧的言語安慰王廣衞弟兄，並求父神醫

治到底，只要信，不要怕及堅決倚靠天父，

祂是公義有應許的神，人不能做的事情，

祂是全能的 ....... 定會有奇蹟出現的。

～～ Stella Lee
6.) 求主保守你們出入顺利平安，讚美

主！～～曉嬋

7.) 真是求主記念你們的腳步。

～～王盈樺

8.) 為你們禱告。神會與你們同行！

～～張立

9.) 祈求主看顧保守带领你們的行程和

事工！～～麻州 / 綠葉

10.) 願神祝福您們愛心的腳蹤，成為

神的導管，帶下安慰、鼓勵、造就，使信

心得堅固。～～靈糧堂 / 莫師母

11.) 感謝主 禱告中與你們同工！

～～李水蓮牧師

12.) 好，我在中國為你們祷告！ 
～～麗華

雖然正像上面的禱告文中提到的那樣，

我很難明白這位上帝，但卻沒有離開祂。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幾年下來也飽嘗了天

恩的滋味。那種平安、喜樂和滿足的享受

是在別處無法找到的。

儘管如此，神仍然沒有回答我心中的那

個疑問。直到前不久的一天，我讀到這樣

一個小故事：

在西雅圖舉辦的一次殘疾人運動會上，

九位參賽者聚集在一百碼（100 yard）衝刺

起跑線上。槍聲一響，所有的人，各自以

他們所特有的殘疾風味開始了衝刺。九個

人其中的一個男孩在摔了一兩跤之後便開

始哭起來。其餘的八個聽到哭聲便放慢了

速度，並轉身往回走。其中一個患有「唐

氏綜合症」的小女孩彎下腰，親吻了一下

那個摔倒的男孩，並說︰「這樣你就不會

覺得那麼難受了！」最後，九個孩子手挽

著手，走到了終點。

這時候，看台上所有的觀眾都站了起

來，掌聲和歡呼聲持續了十分鐘之久。

淚水又一次充滿了我的雙眼，心再一次

被震撼，這一次的角逐沒能分出名次。但

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呢？九個「不完全」

的孩子，手挽著手跨過了終點線。我看見

了他們心裡的愛，也看見了他們原來並不

是那樣的不完全。

你我這些不缺胳膊、不缺腿，智商也正

常的所謂健全人，我們真的是完全的嗎？

我們的心裡裝有多少愛？

「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

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這樣，愛在我們

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

坦然無懼。」（約翰壹書四16 至17）
即使你現在還不認識那位慈愛的天父，

但祂早已把良知和對弱者的惻隱之心，放

在你的心裡。

至少在下一次，當你我看到一個「唐氏

綜合症」患者，或是其他殘疾患者時，但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對他們投以關愛的目

光，在他們需要的時候，伸出扶持和幫助

的手。

關於這些完全喪失或部份喪失生活能力

的殘疾者，靠什麼生存？也是靠著愛。在

英文裡，通常把有殘疾的孩子叫做" special 
need kids"（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我很

喜歡這種用法。這樣，健康人與殘疾人之

間就平等了。因為即使是我們這些天生健

全的人，如果缺少了我們所需要的那一份

愛，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而那些有殘疾

的孩子，通常也因他們特殊的需要，會得

到一份額外的愛。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世記

一31）。到此，祂不僅回答了我的疑問，

也醫治了我的傷痛。

（文載自［中信］）

我父親是一位牧師，從小，我就被他期

待長大後能成為一個信仰虔誠的信徒，但或

許是怕我的信仰淪為迷信，是以我小學時他

也常用一個故事來告誡我。

故事是說到有一對信仰敬虔的姊妹，在

上學途中因為有點事耽擱而快要遲到了，正

當姊妹倆著急時，妹妹說：「姊，讓我們一

起向上帝禱告吧！求祂讓我們不要遲到。」

說完，便準備跪在路旁禱告，但下跪的動作

才做到一半呢，卻被姊姊給一把拉住，說：

「不！我們要邊走邊禱告！」說完，姊姊便

拉著妹妹，一邊在心中默禱、一邊向著學校

的方向疾步走去。

小時候我父親對我講的這個故事，我一

直放在心裡，也對我日後的人生觀產生了很

大的影響與省思，我常提醒自己：上帝有能

力給人神蹟，也願意給人神蹟，但人們要盡

上自己該盡的那一份！

在人類歷史上曾有一場有知名的戰役，

是西元前猶太民族的領袖基甸，當時只帶領

著三百人的軍隊，就打敗了人數數倍於己、

配備精良的鄰國入侵者，雙方客觀武力之懸

殊，而基甸竟能還打勝仗？很多人說是上天

幫了信仰虔誠的基甸與猶太人，是以他們才

能獲得如此神蹟式的勝利，然而，文獻裡卻

也記載基甸他們在該場戰役中，

是用「雖然疲乏，還是追趕」的

行動來努力驅敵。我相信上天的

確幫了基甸他們，但他們也付上

了努力的代價，努力到「即便疲

乏、仍不鬆懈」的程度。他們盡

上了自己該盡的那一份。

試想，如果一個學生不好好

用功，只在禱告中期待上天讓自

己在考場上得高分；如果一個上

班族不思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精

進，徒在禱告中要求上天讓他能

在職場裡居上不居下；如果一個常說要去改

變社會的團體，不積極做出能讓社會有感的

事，只關起門來在禱告中數落這個社會的不

是。以上的行為恐怕都不能說是虔誠，反倒

成了迷信了！可不是嗎？上帝願意給你神

蹟，但你要盡上自己該盡的那一份！

很多人都很期待能經歷上天的神蹟，但

想想開頭那段上學快遲到的姊妹的故事，在

我們向上天祈求的同時，我們盡上我們該盡

的本分了嗎？我們的信仰會否無形中落入

了迷信而不自知？值得您我深思自省。

【上帝的小叮嚀】

 基甸和跟隨他的三百人到約但河過渡，
雖然疲乏，還是追趕。（士師記 第八：4）

（文載自［基督教今日報］）

上帝願意給你神蹟，
但你要盡上自己該盡的那一份

◎王矯

一起禱告吧！
8-2（主日）

今天下午 5:30
筆者和美秀姐妹

（號角義工）開車

同去 " 必來福公寓

" 探訪許伯伯孟慶麗伯母，6:20pm 至 " 晚
晴公寓“探訪郭 ( 俊昇 ) 伯伯伯母，陳傅

金香伯母，我們

彼此歡喜交談，

聆聽長輩們分享

他們生活中的甘

苦 經， 筆 者 讀

《舊約‧詩篇》

第四篇與為長輩

們禱告祝福。

8-4 今 晚

「 角 聲 天 使

團 隊 」 團 員

Raymond和兒子

Jason 回香港探望父母親。禱告中記念他們

一路有天父保守看顧引導，為 Raymond 父

親尚未信主得救禱告，求主使用 Raymond
有機會傳福音給父母親。

8-5 海灣教會韓松 / 朴美蘭夫婦偕同兩

個兒子回中國探父母親等，求主使用他們

向韓弟兄父母親傳福音作見證，有機會領

他們信主歸主。

8-7 今晚趕寫美南日報福音版「思牡

札記」專欄文章，希望如期完成。

8-8 上午 9:30 開車去糖城家樂超市與

三位愛心天使集合，李國宏姐開車載安

琪、彩珍、思牡，我們聯袂同去維多利亞

城探望王廣衛弟兄（39 歲，廣州人，去

年六月雨天車禍造成頸椎神經第五，六受

傷，致頸部以下癱瘓）和他太太趙曉嬋，

來去開車需要四個小時，中午當地以勒團

契姐妹們也來王家會合並且準備水餃請我

們同享。

請讀者以禱告與我們同去。求主耶穌

賜我們當說鼓勵 / 安慰 / 智慧的言語，知

識的言語，榮神益人。阿們！

耶和華阿、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

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 詩篇 9:10)
一起禱告吧

親愛的天父，感謝讚美祢，今天我要

郭俊昇伯伯

郭伯母

美秀與陳傅金香柏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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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超過43萬人擁有這張時下最夯的捐贈卡 

青年志工傳承經驗 無私大愛「非」揚

撰文：慈濟基金會公傳處     紀錄：陳誼謙有這張卡，代表「我健康、我年輕、我要救人」！

平時安靜的美國慈濟德州分會奧斯汀聯絡處，在4月20

日突然熱鬧了起來。來自德州農工大學約40位慈濟青

年志工（慈青）一早就到了，來參加今年的慈青幹部一日的

培訓活動（精進一日）。

 身為東道主的奧斯汀慈青社幹部們一早便到場，準備本

次的活動。參與「精進一日」是成為慈青幹部必經之路，讓

夥伴們能夠因為更了解慈濟，而更有承擔的默契。

◎佛法人間化理念 

◎學長傳承經驗談

◎善行共振讓愛「非」揚有別於以往培訓認識慈濟的內容，今年的慈青社長肖濤

和副社長王楷棻別出心裁，由佛法人間化的角度，讓

慈青深入的了解慈濟成立的磐石。

 從印順法師佛法人間化的理念開始，講述證嚴法師創

立慈濟功德會的起因。而慈濟志工用無私大愛行「人間菩薩

道」，所克服的種種挑戰，則是印證了經典裡以慈悲心救度

眾生的「菩薩道」理念，也是藉事練心長養每個人的智慧福

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推動項目的介紹，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除了刻板介紹慈濟歷史，活動幹事簡至廷特別規劃了一

個小遊戲，讓大家將慈濟的大事件依時間順序排列。透過彼

此的互動，更能加深對慈濟歷史腳步的印象。

蘇照翔、劉衍平是奧斯汀的資深慈濟志工，也是慈青四個

輔導家庭的成員之一。這次他們代表上台分享，說自己

從加入慈濟之後，所發現的改變以及給年輕學子的建議。

 劉衍平建議學生們趁著還沒有事業及家業負擔之前，應該

把握當下多努力升學。他說，有了家庭之後，上課變成一件很

困難的事情。下班後再去上課，等到他回到家，常常小孩子都

準備要睡覺了，因此錯失了很多與孩子共同成長的機會。

「3月14日除了是圓周日（Pi Day）之外，還發生了什麼事？」

慈青范聖宗這樣一問，打破了午後昏昏欲睡的氣氛。原來在千

里之外的東非，就在那天遭逢風災，造成了嚴重的水患。透過

畫面，大家跨越了空間的距離，親眼感受到災民的苦境。

在網路上，最近很流行集體秀出一張卡，這是一張寫著

「慈悲入骨、髓緣佈施」的「大愛捐髓卡」，而這張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熱血young善卡」，最近被一

群群熱情大學生與年輕軍、警、消、巡及醫護熱血行動「愛

young善」後，根據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截至2019年3月31

日統計，目前資料庫驗血建檔累計有431,709人，女性與男

性建檔人數比例為6：4，參與建檔的女性比例高於男性。但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也指出，在已捐贈的5,286人當中，女

性與男性捐贈者的比例卻相反，呈現4：6。慈濟骨髓幹細

胞中心表示，建檔與實際捐贈的男女比例有顯著不同，主要

在於當接獲配對成功通知，女性在捐贈過程，可能會受到自

身例如懷孕、生產等因素，進而影響捐贈的適當性，相對地

男性的身理狀況較為穩定，因此鼓勵男性多多參加建檔。另

外，如原住民及其他特殊種族（如新住民、混血兒等），也

期待能響應參與。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表示，要捐贈造血幹細胞，必須先

參加慈濟造血幹細胞捐贈驗血宣導活動或網路預約建檔，了

解完整的捐贈流程、健康條件。若有意願且通過初步健康篩

選，需填寫相關資料及抽取10 c.c.的血液（無需空腹）檢驗

人類白血球抗原（HLA），即可成為造血幹細胞配對資料庫

中的一員。直到年滿55歲前，皆有會配對成功的可能，無需

屢次參加驗血活動。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招生中
適齡適性的啟發性活動，啟發學習興趣的主題式角落教學。中英文雙
語教學，將東西方文化節慶融入課程教學。歡迎2.5～4歲孩童報名。

詳情請洽李園長 713-395-0303
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Houst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活  動  看  板
聯絡單位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家長中文班等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713-270-9988

713-270-9988

713-270-9988

770-458-1000

512-491-0358

954-538-1172

407-292-1146

504-782-5168

210-875-6932

361-987-7130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亞特蘭大支會

奧斯汀聯絡處

邁阿密聯絡處

奧蘭多聯絡處

紐奧良聯絡點

聖安東尼聯絡點

康福聯絡點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在建檔完成後，日後待有配型相符合的病患需要您時，

將由志工進一步與配對成功者聯絡，並確認意願與健康狀

況，進而進行相關捐贈作業。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表示，截

至2019年3月31日為止統計，尋求配對的病患累計有58,208

人，血液患者所需要的「造血幹細胞」存在於骨髓、嬰兒臍

帶血、以及成人周邊血液中。

 造血幹細胞的收集，早期以「骨髓捐贈」為主，目前

以「周邊血捐贈」佔大宗，像捐血小板的方式捐贈即可，無

侵入麻醉的顧慮。期待透過造血幹細胞驗血建檔暨宣導活

動，讓社會大眾能夠正確認識「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方

式、流程與真義，也帶動更多群眾加入資料庫建檔與救人的 

意願。

年輕消防員相約參與

骨髓幹細胞驗血活動

這張寫著「慈悲入骨、

髓緣佈施」的「大愛捐

髓卡」，是他們讓年輕

不留白的最夯的捐贈

卡。(攝影 / 許美惠)

年輕警察響應「救人一命、無損己身」骨髓幹細胞驗血活動
不落人後，秀出「大愛捐髓卡」，看見最美的young善身影。 

(攝影 / 許美惠)

撰文：范聖宗

學員透過破冰遊戲認識彼此。(攝影／王際舜)

 視頻中，慈濟志工們在現場協助的身影，大家看到了熟悉

的環保毛毯和雙手恭敬地奉上物資，體會到慈濟的賑災原則與

尊重，在世界各地都是標準的流程。

 大愛的啟發不只侷限於生活安逸的人，即便是暫居土耳其

的敘利亞難民，在看到東非的災情後，也自動自發地捐出他們

僅有的一點錢。或許也是因為親身經歷過那份苦，才更能貼近

到災民的心。

 「精進一日」也藉此呼籲慈青們，不因善小而不為，點滴

匯聚起來，也可以成為改變世界的清流。

蘇照翔（圖中）、劉衍平（圖右）兩位慈青學長分享經 
驗談。(攝影／王際舜)

在驗血建檔的條件限制上包括：
 1) 年滿18足歲、未達46歲。
 2) 男性體重≥45公斤；女性體重≥40公斤
 3) BMI≤40。BMI（身體質量指數=體重（公斤）/   身高 
  （公尺）²）及身體健康狀況良好者才符合驗血建檔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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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僅限本廣告呈現產品項目

#0111-4 泡參大號 4oz #0112-4 泡參中號 4oz #0113-4 泡參中小號 4oz

關注許氏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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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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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助您攀升
高科技生涯

Cybersecurity 網絡安全

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 數碼遊戲及模擬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 
地理信息科學 

App Development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 

Commercial Drone Pilot Training 商業無人機操作

今天就註冊

713.718.2000 | 713.718.2277 
hccs.edu/apply

3D Printing/AutoCAD 三維打印/AutoCAD製圖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製造業工程技術

Machining Technology 機械技術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 Operations 
計算機數控操作

選擇您的理想課程 

信息技術

高級製造業

713.718.2183 | hccs.edu/manufacturing

在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休斯頓社區
大學，最快六至八個月就能獲取文憑證
書，立刻在信息技術或高級製造業贏得
高薪火熱的好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
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
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713.718.2728 | hccs.edu/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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