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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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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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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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房地產協會在Hess Club召開8月午餐研討會
休市議員候選人Bill Baldwin主講 休市的今日和未來
討論NHHIP和未來的I-45改進以及更好的防洪策略

(本報訊)中醫對失
眠的防治

症狀/原因/改善/預
防

劉青川醫師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 週二(9 月 3 日)晚 7:
30 播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 上
直播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亞裔房地產協會
(AREAA) 於2019年8月27日(本週二)從上午11點半
到下午 1:00 在位於 543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 的 Hess Club召開主題為 “休市的今日和
未來遠景論壇”的午餐研討會。研討會由創會會長
Dawn 林 (林富桂女士) 和現任會長 Casey Kang 邀請
及共同主持本次研討會活動。 中午12:00 - 由林富
桂女士/ AREAA休斯頓分會會長Casey Kang致歡迎
辭。創會會長林富桂女士介紹AREAA會員資格，
並鼓勵人們參加AREAA會員，以獲得更多的利益
，更好地為客戶和社區服務。今天的主講人是 Bill
Baldwin，Bill有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來分享關於改善
休斯頓的今日和未來的話題。Bill是一位長期房地產
經紀人，也被稱為Heights之王，志願者和休斯頓計
劃委員會成員。 Bill Baldwin是Boulevard Realty，一
家獨立的精品公司的優秀經紀人和業主，在休斯頓
和蓋文斯頓 (Galveston) 擁有約60名代理商及其20多
名支持人員。1998年，他以每週300美元的價格在
Heights租了一間公寓。 去年，他以300萬美元的價
格出售了同樣的房子 - 這個地區創下了創紀錄的價
格。

大家都知道，休斯頓中心圍繞著生活質量，移
動性和社區問題。 去年，Bill發起了一個政治行動
委員會，呼籲休斯頓改善城市的社區，學校和地方

政府。經過數十年的社區服 務和參與，Bill覺得如
果他在市議會中有席位，他可以進一步為休斯頓人
服務。為此原因，Bill正在競選11月份的市議會第
四區市議員的職位：他的市議會政策是: 到處都有人
行道，每個人都有人行道！我們會傾聽更多，教育
和生活質量相關的工作。Bill在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志
願者的工作經驗，使他為我們對休斯頓今天和未來
的遠景提供更廣闊的觀點。

2016 年 5 月，休斯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在交
通倡導組織發表講話，呼籲在交通規劃方面實現
“模範式轉變”。 他宣稱，“休斯頓無法通過修建
更多的道路解決其擁堵問題。”I-45的計劃擴建，
也稱為北休斯頓公路改善項目（NHHIP），已提出
為100億美元的解決方案。可以理解的是，由於預
計到2045年預計人口增長將導致道路上的車輛數量
增加61％，因此擴大道路以適應更多車輛是合適的
理想路線，它用於 管理擁堵和改善空氣質量 -
NHHIP的既定目標。 以證明我們致力於推動交通
規劃。 休斯頓現在坐在岔路口，在不久的將來將會
影響我們地區健康數十年的許多關鍵決策。

汽車和卡車已成為我們地區空氣污染的重要來
源，影響我們的空氣質量和公共健康。繼續擴大高
速公路作為解決擁堵的主要補救措施。在一個持續
擴張的的地區，擁擠的交通會導致空氣質量惡化。

根據 2019 年美國肺臟協會的“空
氣狀況報告”，休斯頓的空氣質量
近年來逐漸惡化，目前在美國臭氧
污染最嚴重的25個城市中排名第9
。來自汽車和卡車的空氣毒物，如
苯和甲醛，可能會對免疫系統，生
殖和神經系統疾病以及呼吸系統疾
病造成損害。此外，地面臭氧 -
可引發哮喘發作，發炎和損傷氣道
，並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 健康影響評估（HIA）是一種
用於評估擬議項目的健康影響的工
具，以便更好地為決策過程提供信
息，並確定減輕潛在不利影響的方
法。在過去一年中，休斯頓航空聯
盟進行了一次 HIA 評估對社區的
潛在健康影響，特別是影響學校，
學齡兒童及其家庭的生活，工作和
上學，以幫助決策者了解該項目

。 HIA重點關注I-45走廊沿線的九個優先園區，重
點是評估項目的空氣質量，流動性和洪水影響。目
前在HIA中研究的九所學校150米（500英尺）內行
駛的車輛行駛里程（VMT）平均高出七倍。然而，
在校園周圍進行的移動空氣監測測
得苯的每小時水平高於空氣模擬預
測。 NHHIP路線上的許多學校的
哮喘發病率不僅高於每個學區平均
3.3％，而且一些校區，如布魯斯
小學，也經歷了與哮喘相關的緊急
服務使用率很高。 預計交通量的
增加將惡化空氣質量以及附近居住
，工作，學習和娛樂的兒童及其家
人的健康狀況。哈里斯縣每年每
100,000名兒童中發生約400例新的
小兒哮喘病例，原因是交通污染暴
露於二氧化氮（25％的兒科哮喘病
例）。

自 2010 年以來，NHHIP 走廊
沿線半徑半徑範圍內發生了大量的
行人/自行車撞車事故，其中許多
發生在高速公路下或附近或首選的
步行路線上。目前的 NHHIP 設計
將擴大公路寬度並提高沿著公路行

駛的汽車的速度，增加了對行人和騎自行車者的安
全顧慮，其中許多人是學童。 例如，擴建設計可以
在一些地區擴大高速公路寬度達70％，並增加幾條
車道，在高速公路500英尺範圍內至少帶來26個現
有的學校和日托校園。

NHHIP走廊沿線的許多學校都位於休斯頓最容
易發生危險的城市熱島效應和/或洪水的地區。

除非採取有意措施盡量減少NHHIP的影響，否
則可以預期這些社區的居民將維持或加劇衛生不公
平現象。在哈維驚訝於成千上萬的意外洪水後，新
法律旨在更好地告知購房者。該法由參議員 Joan
Huffman，R-Houston 撰寫，要求房主披露他們的
財產是否屬於洪水易發地區或之前已經被洪水淹沒
。 在颶風哈維期間許多房屋意外淹沒之後，這是為
了擴大通知。洪水池和水庫幾乎使風險區域增加一
倍，房主現在需要向哈里斯縣的買家披露。 FEMA
的洪氾區地圖已經將水庫和洪水分類為哈里斯縣
100年一遇的洪氾區。

會議非常成功，創會會長 Dawn 林 (林富桂女
士) 請求會員和朋友支持Bill的市議員競選活動，並
祝愿他競選活動成功。

光鹽健康園地

Bill BaldwinBill Baldwin 在演講中談休市的今日和未在演講中談休市的今日和未
來交通堵塞來交通堵塞、、空氣汚染及防洪等問題空氣汚染及防洪等問題。。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休市市議員候選人圖為休市市議員候選人Bill Baldwin (Bill Baldwin (立者立者 ),),本周二在本周二在 「「亞裔地亞裔地
產協會產協會」」 八月份午餐研討會上發表演說八月份午餐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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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你大於等於六十五歲嗎?
第三屆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六十五歲趣味運動會』訂於

九月十四日星期六早晨八點三十分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體育館
舉行，與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共同舉辨。

『大於等於六十五歲趣味運動會』是以六十五歲或六十五歲
以上的長輩為主。比賽方式為團隊參賽，由主辦單位將參賽者組

成數個團隊參與各項比賽。得勝的團隊，由主辨單位頒發獎金與
獎牌。

趣味運動會報名截止日期為九月五日，比賽項目有：定點投
籃競賽、美式足球接力賽、雙球運球競賽、呼拉圈、運球賽、輪
椅競走、丟沙包競賽等。

現場不接受報名，名額有限請大家儘早報名，報名表可在休

士 頓 文 化 中 心 或 僑 教 中 心 櫃 台 領 取 ， 或 聯 絡 胡 小 蓮
832-466-8828王秀姿713-858-8781或張錦娟832-236-5048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一向推動及促進年長者的獨立精神，
每年主辦有各色各樣的活動，希望能通過健康的教育、社區的服
務以及自我的學習活動，成為有著健康的身體及精神福祉的長者
。

第三屆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六十五歲趣味運動會』 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體育館舉行

（本報訊）行程表
10/09/2019 早上10時-中午12時，前往僑委

會辦理僑胞回國慶祝雙十國慶僑胞證
下午僑委會安排接駁車桃園市半日遊
晚上 5:30-9:00pm 參加桃園市協辦僑委會主

辦“四海同心聯歡晚會”，地點：桃園市高鐵桃
園站前廣場。僑委會負責遊覽車台北（僑委會出
發）來回桃園，並提供精美便當晚餐，回台北火
車站，各自搭捷運回家。

10/10/2019 早上8:00am進場總統府參加升旗
典禮及慶祝活動

10/12/2019 早上 9:00-11：00am 僑聯總會於
國軍英雄

館慶祝華僑節大會
10/13, 14, 15/2019 僑聯總會主辦花蓮、宜蘭

、台東三日遊
致 敬 團 團 長 賴 李 迎 霞 聯 絡 電 話 ：

832-643-5830

德州社區健康工作者認證課程
（本報訊）我們的社區急需您的幫助!!!

目前，德州政府認證的4000多位社區健康
工作者中，只有8人可以講中文。這導致我
們的社區得不到社區健康工作者的服務與
幫助。為了能夠更好地服務我們的社區，
德州農工大學現在正在進行第一個中文版
的德州社區健康工作者資格認證網絡課程
計劃。這個課程可以增加服務我們社區的
社區健康工作者數量，幫助解決我們社區
的健康問題。這個認證課程大約190個小時
，主要提供社區健康工作者核心技能的培
訓。此研究計劃總共約一年，除了提供網
路認證課程，還提供對我們影響較大的大
腸(直腸)癌, 乳(腺)癌, 胃癌, 肺癌以及肝癌共
五種癌症預防的介紹, 以及訓練通過培訓的
社區健康工作者在我們社區提供癌症預防
服務。

我們誠摯邀請您參加我們的研究計劃
。參與者可以免費上德州社區健康工作者
認證課程（原價1,000美元），幫助您有更
好的工作機會，以及了解如何預防癌症，
而且還有機會領取最高價值為1,075美元的
禮卡。此次我們僅招收55名參與者，欲報

從速，先報先審。報名截止日期：09/23/
2019計劃參與者資格：

1. 年滿18歲
2. 德州居民(無公民或綠卡身份限制)
3. 學歷及教育背景不限(不需要有醫藥

衛生相關的學歷)
4. 會聽，說，讀，寫中文(普通話)
5. 有意願為華裔社區居民提供癌症預

防教育與服務
6. 具備基本的電腦能力(能上網、使用

word及收發email)
7. 優先錄取有相關工作經驗者和/與有

為講中文的民眾提供過健康相關服務者
如何報名：
請上網填寫申請表(https://bit.ly/30ysS-

DC)並上傳您的履歷。報名一周內會進行審
查與面試，僅招收55名參與者，先報先審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通過電子郵件
(tamutraining@gmail.com)聯繫我們。

德州農工大學健康與運動科學系
基因與健康促進研究室
計劃主持人:副教授陳蕾詩博士(Dr.

Lei-Shih (Lace) Chen) 敬上

中華民國108年十月慶典返國致敬團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致敬團團長賴李迎霞

現在的台灣如同一個罹患重症的病人，大家忙著找醫生，拿一堆藥拚命
補，卻造成身體的負荷更沈重，忘了只要人的體質調好，自然就會恢復健
康。

今天的台灣，整個社會都在關注食品安全、房價到教改等各式各樣問
題，但所有討論都只看到問題表象，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法令、制度和政
府運作方式，其實才是關鍵。

每次去幫高級文官上課演講，我都會提醒同仁，看到人家進步不要羨
慕，而是要學習他們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決策？他們的法令和制度規章跟台灣
有何不同？其他國家的公務員平均學歷沒有台灣高，為何可以有新觀念？

台灣被自己的民主制度綁架
這當中非常重要是政府運作的彈性。台灣的公務體系沒有彈性，公務員

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不被鼓勵，甚至不被允許。因為採購法、人事制度等法規
全綁死，好人才在僵化制度中無法發揮，好創見在層層框架中被磨得消失殆
盡。

過去，外國記者採訪國土規劃相關議題，新聞局都會安排到我的辦公
室，當我談完之後，他們都覺得沈重，問說： 「李教授，是否可以給最後的
評論？」我的最後評論是， 「我們的國家被自己的民主制度給綁架了。」

台灣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經過二十七年的民主發展，但走到今天，大
家開始產生懷疑，這樣的民主是民主嗎？真正的民主是這樣運作的嗎？台灣
到底是民粹、還是民主？台灣社會有足夠公民意識，以及建構公民社會的基
礎嗎？

從我過去在政府服務的經驗，我可以想像，不論是立法院或行政院，當
我們談 「台灣要如何成為一流國家？」他們沒有興趣，因為官員和立委要做
的是明天、後天，一年後可以看到成效的事，若三年後還沒有成果的議題就
不碰，因為這是下任的事情。

人人都想要立竿見影，不願抬起頭看看未來，以至於愈小的事情，愈用
顯微鏡去看，愈大的事情愈沒有人在意。這才是台灣的最大危機。

國家制度是造成無法進步的幫兇
國家制度往往造成國家無法進步。有沒有人想過立委選舉採用小選區制度，對國家造成的傷

害？按照現行制度，立委的選區比市議員還小，以新莊來說是三十萬人選一個立委，但看看新北
市議員選區，單一個選區就涵蓋新莊、泰山、五股和林口。

小選區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的國會議員為了爭取選票，要更專心做選民服務，關注的都是選
區內事務，如此一來，誰還願意談國土規劃、談能源政策，或是水的回收再利用？對立委來說，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談這些沒有選票，也不會有人支持，造成立法院內談的不是攸關國家長遠發展
的政策，視野也愈來愈限縮在眼前事務。

我常說 「台灣是民粹治國」，從能源政策更可以看出脈絡。在台灣有三樣東西永遠不能談，
油價、電價和水價。記得我曾在好幾次的演講場合，談到合理水價應該是每度二十二元，相較於
現在平均水價一度十元，價差超過二倍之多。

隔天，經過媒體報導之後，不僅名嘴修理、立委也修理，說這人贊成調高水價，我們要替百
姓看緊荷包。結果是水利署談節約用水談了三十年，民眾的概念仍停留在馬桶內放寶特瓶，工廠
廢水回收也沒有變成產業。

眾所周知，台灣資源缺乏，政府必須用高價格對外買能源，卻又採取補貼措施，補貼民眾也
補貼大企業，結果造成企業愈來愈沒有競爭力，不願意花錢投資研發新能源，進行清潔生產。

政府一昧補貼電價，讓業界用便宜的電費價格去生產太陽能板，台灣的太陽能板產量占世界
前三名，但又因為電價太便宜，民眾和企業都不願意改用替代能源，業者只好賣到歐洲。

當歐洲用台灣生產的太陽能板取代燃煤發電，將碳足跡降下來，再回頭指責台灣製造的產品
碳足跡太高，甚至在可見的未來，可能對我們的外銷產品徵碳稅，進行抵制。

小國卻用大國邏輯思維
這是非常諷刺的事，偏偏卻真實發生。台灣明明是小國，但所有思考都是大國邏輯，凡事以

「為了照顧人民」為藉口，以致油、水、電價都無法反映合理價格。
如果油價、水價、電價都不能談，無法進行調整，台灣就無法產生循環經濟，不論是小水利

發電，太陽能、風力發電，在台灣都做不起來。因為電價低，台電收購電價更低，以小水利發電

而言，台電只願意以一半價格買，這樣的不平等條約，根本無法鼓勵業界投入。
當哪天台灣的門被迫打開，世界各國都開始執行《京都議定書》的要求，我們可能才愕然發

現大企業在國際沒有競爭力，因為所製造出來產品的碳足跡太高，歐美各國不會買。但要大企業
去投資研發、採用替代能源、做水回收再利用，他們又不願意，因為水、油、電價都便宜，沒有
必要花大成本去做。

這等於是全國都在吃迷幻藥。我們就像是蹲在鍋裡，等著被溫水煮的青蛙，等發現情況不對
時，可能已經跳不出來。

反觀同樣沒有資源的小國新加坡和以色列，他們雖然是缺水國，卻也是水回收再利用的技術
輸出國，將全然的劣勢變成獨特的優勢，人家做得到，我們為何做不到？

回到根本面健全民主制度
台灣該做的是回到根本面，不要停留在問題表面，從法令制度、政府運作方式以及形成決策

方式，以民主精神真正落實。
當根本面弄通，其他自然水到渠成。事實上，假如台灣的民主制度健全，立法機構自然會認

為以上所談議題，攸關國家長遠的發展和未來，就會落實在立法過程中。只要建立法制，行政單
位就會照做，當然就水到渠成。

現在的台灣如同一個罹患重症的病人，大家忙著救命，從各器官著手想努力治好，找一堆醫
生，拿一堆藥拚命補，卻讓身體的負荷更沈重，忘了只要人的體質調好，自然就會恢復健康。

這也就是說，只要能把民主制度和價值，反應在法令制度和政府運作的方式上，我以上所提
到的新觀念、新潮流就會變成立法精神，變成政府運作的指導原則，以台灣的民間力量之強大，
和國民普遍具有高教育水平，應該很快會回到正確軌道上。

政府運作方式的改變，在於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間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在執行上強調強
而有力的整合和協調，另外是法令制度和人事制度更有彈性，就能讓這部國家機器慢慢一步步往
前走。

即使當前千頭萬緒，我們仍是要回到最根本。

14 一流國家需要一流夥伴
國家制度是造成無法進步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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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華人石油協會主辦的2019年度
職涯發展座談會於八月十號上午在休士頓
大學圓滿召開。今年的座談主題是 「因應
未來就業市場的能力」 。四位參與會談的
演講者 Dr. Liang Jin,、Arthur Meng、Sincia
Yuebo Shi 和Dr. Robert Stewart 分別任職於
不同產業，包括跨國公司高級主管、資深
技術顧問、成功企業家與學界教授。有多
達七十多位聽眾參與了這次座談會。

在上午的討論中，四位演講人介紹了

如何面對因應世界改變、如何從錯誤中學
習與不要害怕失敗；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個
人品牌和人際交流並且找到自己對事物的
熱情。同時他們也不吝分享了他們在事業
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趣事和經驗教訓。
四位講者對於年輕一代寄予厚望，期待能
看到他們以更積極，更有自信的姿態參與
石油行業的創新和發展。華人石油協會每
年舉辦一次職涯發展座談會，如果您對類
似活動感興趣的話，請留意美國華人石油

協會網站www.capaus.org。
華人石油協會下次活動將是十月十一

日於 Marathon Oil Tower 舉行的技術研討
會，此次會議的主題是 「The Future of En-
ergy: the Trend, the Impacts, and the Adap-
tation」 （未來能源的展望：趨勢、影響、
與順應），歡迎投稿、參加（http://ca-
paus.org/event-3517031）。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主辦的美國華人石油協會主辦的20192019年度職涯發展年度職涯發展
座談會於八月十號上午在休士頓大學圓滿召開座談會於八月十號上午在休士頓大學圓滿召開

天后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馬小馬小
卿堂主卿堂主、、經生班經生班、、謝志華等先向天后娘娘上香謝志華等先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馬馬 小小
卿堂主卿堂主、、經生班經生班、、謝志華等向觀世音菩薩敬拜謝志華等向觀世音菩薩敬拜

20192019年年77月月2828日為關聖帝君寶旦德州天后廟日為關聖帝君寶旦德州天后廟
熱烈慶祝熱烈慶祝

經生班經生班、、信眾等向天后娘娘上香信眾等向天后娘娘上香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馬小卿堂主馬小卿堂主、、
經生班經生班、、謝志華等先向關聖帝君敬酒水謝志華等先向關聖帝君敬酒水

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馬馬 小卿堂主小卿堂主、、經生班經生班、、
謝志華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生果謝志華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生果、、獻金獻金 豬豬、、獻壽桃及生日蛋糕獻壽桃及生日蛋糕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經生班等在慶祝關經生班等在慶祝關
聖帝君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聖帝君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馬馬
小卿堂主小卿堂主、、經生班經生班、、謝志華等在慶祝關聖帝君謝志華等在慶祝關聖帝君

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祈福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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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都熱衷於“推娃”，電視劇
在這兩年，也在孩子教育這方面做足了
功課，前有《少年派》，後有《帶著爸
爸去留學》。目前iTalkBB熱播的《小歡
喜》，可以說是中國父母的內心寫照。

由黃磊，海清主演，陶虹、殺意領
銜主演的都市情感劇《小歡喜》，作為
《小別離》的姊妹篇，從開拍以來便備

受期待。故事設定在北京某中檔住宅小
區，三戶人家的子女都進入了高考備戰
期，共同陷入了無比焦灼的備戰狀態。
戶籍，離婚，這些高考中的常見問題被
搬上大熒幕，人性，父母孩子的相處也
被真實講述。演員的實力不用多說，除
了黃磊和海清這兩個老搭檔，詠梅前不
久還獲得了“柏林影後”，陶虹也是一

流的演技派，這樣
的陣容不由得讓人
期待。

作為前作《小別
離》現實主義題材
的延續，《小歡喜
》劇組依然註重品
質的打磨。不論是
教室黑板上的高二
函數題，家長習慣
性買大一號的校服
，還是為保證孩子
學習不惜搬家，增
加生活成本等諸多
貼合“中國式家庭
”生活現狀的設定
，無不展現出汪導
對細節的要求和專
業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在《小歡喜》中，黃磊不僅再次飾
演方圓，同時還出任了該劇總編劇。現
實生活中同樣已為人父的黃磊坦露：
“我認為孩子把他更美好的一部分給了
你，其實你是更大的獲得者。”

同時，黃磊透露，相較於《小別離
》是父母面對子女的成長和別離，《小

歡喜》更多探討的是父母面自己的長大
。他坦言：“我們對兒女施與的影響和
教育，將會影響他的一生，影響這個社
會，也會影響我們自己生活的這個環境
。我們首先得是我們自己，然後再是父
母。”

iTalkBB有海量高清正版中文電視電
影，追最新最熱中文劇；60+中文直播
頻道，隨時了解最新中文新聞。中文電
視電話套餐，每月僅需$4.99。立即咨詢
店面或撥打 1-877-482-5522，開啟30
天免費試用。

立即掃碼 了解更多優惠

• 2020車型憑藉出色的耐碰撞姓，備受認可
• 現代飛速成長的休旅車車系配備現代SmartSense安全科技

，為駕駛人和乘客提供最頂級的安全與便利
• 現代將於2022年前將後座乘客警示列為大部分車型的標準

配備

現代汽車2020 Kona、Santa Fe及Tucson均榮獲由聯邦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部門 (NHTSA) 評出的五星級整體安全最高評等。北美現代汽
車產品、企業與網路規劃副總裁Mike O’Brien表示： 「駕駛人的安
全是我們最優先考慮的重點。從現代SmartSense到現在的後座乘客
警示，我們總是在用最尖端的安全科技為我們的顧客提供最安心無
憂的安全保護。我們快速成長的休旅車車系屢獲NHTSA五星級最高
安全評級和IIHS安全首選/安全首選+大獎的肯定，這也充分體現了我
們對顧客安全的承諾以及實現所有現代車型榮獲最高安全評等的目
標。」

2020 Kona、 Santa Fe 和 Tucson 基於可以選配的全新現代
SmartSense安全科技，得以實現防撞性和避免碰撞的卓越安全性。
避免前方碰撞輔助(FCA)科技利用車輛的前置攝影機和雷達來偵測即
將發生的碰撞，以及藉由自動煞車來避免撞擊或是將損壞降至最低
。線道保持輔助(LKA)藉由偵測道路上的記號，能幫助避免車輛意外
脫離線道，並且必要時刻能自動駕駛汽車。駕駛人註意力警示(DAW)
監控駕駛人的開車習慣，檢測昏昏欲睡或是不專心駕駛。一旦檢測
到這些情況，警示系統會在儀表板上發出聲音提示和警告信息提醒

駕駛人。除了以上的安全科技之外，這些車款還備有盲點碰撞警示
(BCW)和後方橫向交通碰撞警示(RCCW)。

NHTSA每年都會進行車輛測試和評級，以向消費者提供耐撞性
、防撞性，以及其他能改善新車安全的相關訊息。

現代汽車讚揚NHTSA、IIHS，以及汽車業界共同努力，使後座提
醒系統成為未來新車的標準配備，這將有助於防止兒童在車內中暑
死亡。現代汽車於2019年八月宣布，在2022年之前，後座乘客警示
系統將成為大部分新車的標準配備。

北美現代汽車
我們在北美現代汽車深信每個人都應該得到更好的車。從我們

設計和製造汽車的方式到我們對待顧客的方式，讓事情變得更好是
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現代富有尖端科技的房車、休旅車，以及替
代能源車款皆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是我們讓顧客能有更好經
驗的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三十間經銷商銷售，並
且將近一半的車輛是在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製造廠建造。北
美現代汽車的總部位於加州噴泉谷，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

中國父母的內心寫照中國父母的內心寫照 《《小歡喜小歡喜》》
iTalkBBiTalkBB現在熱播現在熱播

現代汽車現代汽車20202020 KonaKona、、Santa FeSanta Fe及及TucsonTucson
榮獲榮獲NHTSANHTSA五星最高安全評級五星最高安全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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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一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的教

授和研究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級管理人
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業
人士或“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特

殊才能”者。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人

及其他工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2、需

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括

神職人員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一類、第

四類及第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只要符合
條件，即可直接辦理移民手續。而第二類
（除國家利益豁免外）與第三類職業移民
一般要辦理勞工證。在勞工證批準後，方
能辦理移民。

最近幾個月的排期，職業移民第二優
先異軍突起，以排期領先傲視其他職業移
民類別，成為許多申請人的首選。加上最
近PERM審理時間加快。通過職業移民第
二優先EB2辦理移民的申請人越來越多。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沖擊美

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程序。根據美
國移民法，勞工部在審批每一件勞工證申
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沒有合格
的美國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雇主
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

2、雇傭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工
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件造成負面影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
低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準。

勞工證基本程序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十

天內需要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聘活動及
證明文件；準備招聘報告，詳細陳述招聘
的過程，有多少人被聘用或被拒絕，以及
拒絕聘用的正當理由。雇主需妥善保存所
有的招聘和面談的文件，以備勞工部的抽
查或審查；雇主通過互聯網提交勞工證申
請，或將申請郵寄到勞工部所指定的全國
審理中心；如果申請被批準，勞工部將批
準書寄出。申請人必須在勞工證批準的
180天內，提交職業移民申請的第二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工申請前三十天至

一百八十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需要登載兩個星

期日的報紙廣告，並且在州勞工部公布三
十天的招聘通知。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學位的職位

，除了以上廣告要求之外， 雇主還必須從
以下十種招聘方式中選擇三種：a）出席
招聘會；b）在雇主網站上張貼招聘啟示
；c）在其他招聘網站上張貼廣告；d）在
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專業組織招聘
；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招聘；g）雇員
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招聘辦公室招聘
；i）在本地報紙或少數族裔的報紙刊登廣
告；j）通過電臺或電視廣告招聘。

最新移民消息
1. 特朗普政府8月12日宣布，將從

10月15號開始，縮緊合法移民的資格與
條件。未來申請綠卡以及轉公民的難度將
提高，而申請訪美簽證的難度也將提高。

美國移民局發言人8月12日上午在白
宮發表聲明，要求想移民的申請人，必須
有足以工作的英語程度。若是親屬移民，
則在美國的親屬必須收入在貧窮線125%
以上。如果是已經在美國境內的綠卡或公
民申請人，但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
，如醫療補助、住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
絕綠卡申請。

2.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九月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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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確定十月份是否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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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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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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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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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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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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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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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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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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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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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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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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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EB22排期最短排期最短 技術移民成香餑餑技術移民成香餑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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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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Saturday, August 31, 2019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台北經文處陳處長為教育組組長舉行送舊迎新活動台北經文處陳處長為教育組組長舉行送舊迎新活動
當天歡送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當天歡送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左四左四 ），），歡迎楊淑雅組歡迎楊淑雅組
長長（（左一左一 ））出席的主要貴賓合影出席的主要貴賓合影。。包括休士頓大學糖包括休士頓大學糖
城校區副校長城校區副校長Jay Neal (Jay Neal (左六左六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辦公室代表辦公室代表Mr. Kumar (Mr. Kumar (右六右六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
Global InitiativeGlobal Initiative 主任主任Alison Wen (Alison Wen (右五右五）。）。及主人及主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中中 ）。）。

主人陳家彥處長伉儷主人陳家彥處長伉儷（（中中 ））與周慧宜組長與周慧宜組長
（（右右 ）、）、新任楊淑雅組長新任楊淑雅組長（（左左））共切送舊共切送舊

迎新大蛋糕迎新大蛋糕。。

陳處長陳處長（（右三右三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左二左二））與頒發文告貴賓合影與頒發文告貴賓合影。。
（（左起左起））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辦公室代表辦公室代表Mr. Kumar,Mr. Kumar, 休士頓大學休士頓大學

糖城校區副校長糖城校區副校長Jay NealJay Neal 博士博士，，Fort Bend County GlobalFort Bend County Global
InitiativeInitiative 主任主任 Alison Wen, Houston Methodist Sugar LandAlison Wen, Houston Methodist Sugar Land

HospitalHospital 主任主任 Sue ChiangSue Chiang 。。

（（左起左起））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陳處長陳處長、、楊淑雅主任與德州世界商楊淑雅主任與德州世界商
會主席會主席Tarik Celia (Tarik Celia ( 右二右二））合影合影。。

（（左起左起 ））休士頓基督教高中外語部主任休士頓基督教高中外語部主任Sam Mendizabal,Sam Mendizabal, 休士休士
頓基督教高中馬恩慈老師頓基督教高中馬恩慈老師，，休士頓基督教高中休士頓基督教高中Bush ScholarBush Scholar
CenterCenter 執行總監執行總監Aliana Peska ,Aliana Peska , 與周組長與周組長、、楊組長合影楊組長合影。。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右右））與與StaffordStafford 市市議員譚秋晴市市議員譚秋晴
（（左左 ））合影合影。。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右二右二））與來賓與來賓（（左起左起））聖湯瑪士聖湯瑪士
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史漢傑博士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史漢傑博士，，僑務諮詢僑務諮詢

委員王敦正夫婦合影委員王敦正夫婦合影。。

周組長周組長（（右右））楊組長楊組長（（左左 ））與銘傳大學傑出與銘傳大學傑出
校友林富桂律師校友林富桂律師（（中中 ））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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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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1//2020
柬埔寨柬埔寨、、南北越南北越1414天經典之旅天經典之旅((八八))———河內篇—河內篇((完完))

來到河內來到河內，，也是我們此次旅遊的也是我們此次旅遊的
最後一站了最後一站了，，這裡有越南的政治文化這裡有越南的政治文化
中心中心，，也有世界七大自然奇觀的下龍也有世界七大自然奇觀的下龍
灣灣，，有繁華的都市也有震撼壯美的自有繁華的都市也有震撼壯美的自
然美景然美景，，顛覆你對越南的印象顛覆你對越南的印象。。

迷人的越南首都河內歷史悠久迷人的越南首都河內歷史悠久，，
擁有保存良好的舊城區擁有保存良好的舊城區、、紀念碑和殖紀念碑和殖
民時期建築民時期建築，，來到河內必遊位於市中來到河內必遊位於市中
心著名的還劍湖心著名的還劍湖，，無論白天或夜晚都無論白天或夜晚都
別有一番風情別有一番風情。。在老城區體驗最好的在老城區體驗最好的
越南美食越南美食，，欣賞自欣賞自1919世紀以來的法式世紀以來的法式

風情殖民建築風情殖民建築。。
河內河內3636古街位於河內還劍湖中心古街位於河內還劍湖中心

城區城區，，湖邊分佈著湖邊分佈著3636條古老的街巷條古老的街巷，，
古街上咖啡廳古街上咖啡廳、、酒店酒店、、小吃館小吃館、、餐廳餐廳
等店鋪林立等店鋪林立，，有許多的美食有許多的美食，，比如河比如河
內啤酒和烤肉粉內啤酒和烤肉粉，，滴漏咖啡滴漏咖啡，，還有糯還有糯
米飯米飯、、法式三明治法式三明治、、牛肉粉等諸多美牛肉粉等諸多美
食食，，邊吃邊逛邊玩邊吃邊逛邊玩，，這才是河內的正這才是河內的正
確打開方式確打開方式。。

文廟文廟、、巴亭廣場巴亭廣場、、胡誌明博物館胡誌明博物館
是到達河內必須打卡的地方是到達河內必須打卡的地方，，文廟感文廟感

受中國文化對越南的影響受中國文化對越南的影響，，巴亭廣場巴亭廣場
瞻仰胡誌明主席瞻仰胡誌明主席，，胡誌明博物館則幫胡誌明博物館則幫
助你了解越南這位偉大的國父助你了解越南這位偉大的國父。。

水上木偶戲是越南的國粹民間文水上木偶戲是越南的國粹民間文
化化，，由演員站在舞臺背後操控木偶由演員站在舞臺背後操控木偶，，
演繹越南的傳統民間故事演繹越南的傳統民間故事，，觀眾只能觀眾只能
看到水中的舞臺木偶們在表演看到水中的舞臺木偶們在表演，，十分十分
有趣有趣。。在還劍湖旁邊的木偶戲劇院經在還劍湖旁邊的木偶戲劇院經
常座無虛席常座無虛席，，一票難求一票難求。。

不能錯過僅離市區一箭之遙的下不能錯過僅離市區一箭之遙的下

龍灣美景龍灣美景！！下龍灣位於越南北部海灣下龍灣位於越南北部海灣
，，包括約包括約30003000個巖石島嶼和土島個巖石島嶼和土島，，因因
其景色酷似桂林山水其景色酷似桂林山水，，被稱為被稱為““海上海上
桂林桂林”。”。下龍灣的美由石下龍灣的美由石、、水和天色水和天色
三個要素構成三個要素構成，，海天相連像是一幅水海天相連像是一幅水
墨畫墨畫，，人在畫中遊人在畫中遊。。

我們在下龍灣特別安排了豪華遊我們在下龍灣特別安排了豪華遊
輪輪，，在船上住宿一晚在船上住宿一晚，，乘船遊覽下龍乘船遊覽下龍
灣灣，，領略下龍灣風光旖旎的自然美景領略下龍灣風光旖旎的自然美景
；；前往美輪美奐的天宮洞前往美輪美奐的天宮洞，，欣賞形態欣賞形態
各異的鐘乳石各異的鐘乳石；；行程豐富行程豐富。。船上還有船上還有
特色的烹飪班教你製作越南春卷特色的烹飪班教你製作越南春卷，，釣釣
墨魚墨魚，，唱卡拉唱卡拉OKOK等活動等活動，，非常歡樂非常歡樂
。。

下龍灣的美無法用言語盡述下龍灣的美無法用言語盡述，，無無
論你看過多少的圖片論你看過多少的圖片，，當你真正身處當你真正身處
其中其中，，又是另一番的風景又是另一番的風景。。這些美景這些美景
，，必將同這次的柬埔寨越南之行一起必將同這次的柬埔寨越南之行一起

，，深深留在你的腦海中深深留在你的腦海中，，成為你永恆成為你永恆
的美好回憶的美好回憶。（。（圖片源自網絡圖片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
照更新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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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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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糖城和
Riverstone 交界處的 「糖城廣場 」 最近
十分紅火，不僅生意人看好此地段,連買
家們也趨之若鶩，尤其近期糖城人更爭
相走告，因為一家非常高檔的足療店
「Wei Foot Massage 」 就在明天（九
月一日 ）正式開張。該店不僅裝潢精美

，美崙美奐，還請到非常專業的（多為
男性）腳底按摩師父，讓保養您的健康
從腳開始。

經常作腳底按摩的人，都深深了解
「足療」 對我們健康的重要性，它不僅
可緩解疲勞，去痛止痛，還可治療頸椎
，腰椎，四肢麻木疼痛。並可去頭痛，

偏頭痛；放鬆心情壓力，增強免疫力；
促進體內排毒；幫助血液循環，足療、
腳底按摩是現代人預防保健最重要的選
擇，不僅可去除長期工作的辛勞，消除
心理的壓力，讓您在足療的過程中，重
新調整步履，迎向更重大的人生挑戰。
足療令您 「養精蓄銳」 ，重拾青春和滿
滿的精力。所謂 「預防勝於治療」 !

「 Wei Foot Mas-
sage 」 的 地 址 ： 4899
High6 ,Ste 210 C, Mis-
souri City, TX 77459, 預
約電話：281-937-8000
， 或 上 網 ： www.
weifootmassage.com 預
約。

糖城廣場足療店糖城廣場足療店 「「Wei Foot MassageWei Foot Massage 」」 99月月11日隆重開幕日隆重開幕
腳底按摩腳底按摩，，每小時僅每小時僅$$2525元元,,慶祝新開幕慶祝新開幕，，再給再給4040%% 折扣折扣

位於糖城廣場二樓的位於糖城廣場二樓的 「「Wei Foot MassageWei Foot Massage 」」 。。

圖為圖為 「「Wei Foot MassageWei Foot Massage 」」 美崙美奐的室美崙美奐的室
內按摩床位內按摩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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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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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2019年8月31日 Saturday, August 31, 2019

～思牡札記～

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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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今晚在海灣華人教會是給中國

來Galveston的暑期遊學生們舉辦歡送會。

6:45pm大家歡喜聚集一堂享用豐盛晚

餐後，薛叔叔主理歡送會，有唱詩敬拜讚

美與小合唱獻詩(遊學生們與教會弟兄姊妹

組成)，請郭文仁牧師短講，主題是「活出

愛」。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

們彼此相愛(agape)；我怎樣愛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翰福音13章34-35節 
郭牧師說I.四種不同意義的愛

C.S.魯易斯(C.S. Lewis，1898-1963)
英國知名學者、作家及神學家晚年的重要

著作《四種愛：親愛．友愛．情愛．大

愛》，是用他的靈魂寫成的書，也是他自

身經歷不同之愛的描述。

1.Eros情愛(sexual or romantic love)至於

情愛是性與愛的

複合體。情愛，

它是最具犧牲奉

獻精神之情。在

愛情中，因為愛

會變成烈士，也

不怕世上任何險

阻。

2.Storge親愛

(affection)，父母

與子女、人與鄰

居、人與動物之

間的感情稱為親愛之情。親愛之情是無法

選擇的，上天決定了我們的家人。但親愛

仍有條件，那條件就是熟悉，有了熟悉連

狗都會向你搖尾巴。

3.Philia友愛(friendship)友情的發生，

乃在於每個人所興趣與熱中的某事物，因

共同理想和目標而結合的愛。

4. Agape真神之愛(God`s love) 在魯

易斯看來，親愛、友愛、情愛這三種人類

愛，若少了第四種愛—真神之愛的扶持，

將無法結出甜美的果實。

II.讓愛活出來

愛不只是名詞，愛更是動詞；有了愛

沒有行為等於零。

Love is giving not seeking.愛是付出 
Giving,不是想從你身上尋找到甚麼 Seeking.

天使團隊與潘師母是我們的好榜樣；

他們風雨無止，永遠付出，是真神之愛的

展現，是歡喜作，甘願受的犧牲之愛。真

花、愛玉冰等，團員們甘心樂意出錢、出

力、花時間來關心遊學生們，下午五時出

發，晚上回到家已是11:40pm。我們當中

有的作祖父母了，但仍是老當益壯，沒人

叫累，都是歡喜快樂事奉。每位團員都愛

心關懷遊學生，傾聽他她們說打工甘苦，

團員有時也分享信主心路歷程，遊學生都

感受到教會與「天使團隊」愛的溫暖。

回憶在台灣時，1975年我參加教會禱

告會，牧師說「我們要為中國大陸禱告，

希望有一天上帝打開福音的門….」「1981
年我帶五位循理青年來美國訪問時，應邀

在波特蘭一位華人長輩家中聚會，老奶奶

介紹我們認識她的孫女剛自北京來美上大

學，當時我內心很激動，眼眶淚水盈盈

哩！上帝垂聽我們多年的祈禱，祂開門帶

這年輕孫女來美國，今天祂也為你們開

門，帶你們遊學生有機會來Galveston島上

學說英文與認識美國文化，你們也有機會

參加海灣教會活動，學習聖經真道、認識

耶穌基督救恩，你們來自中國各省溫州、

上海、哈爾濱、長沙、陜西、山西、河南

等等，我們有幸在此彼此認識，願天父賜

福你們，末了送給你們

《聖經‧約伯記 22章21節》你要認識

　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                                
薛叔叔請所有遊學生們講點心聲，16

位遊學生說：周五晚來教會享受一頓豐盛

美食外，沒有想到離開父母來美國，到教

會後竟然還有人對我們關愛有如父母的關

愛，也感受到教會各位叔叔、阿姨、大哥

哥、大姊姊、「天使團隊」無私的愛，我

們會帶著你們的愛回去與家人、親友、同

學分享。

16位遊學生上台前圍蛋糕桌，薛叔叔

請潘師母代表「角聲天使團隊」拿一支蠟

燭放在蛋糕右邊，郭師母代表海灣教會拿

一支蠟燭放在蛋糕左邊，爾後，請許琛姊

妹點燃蠟燭，一支給吳姓遊學生拿回國，

許琛拿一支存在海灣教會，表示遊學生福

音事工薪火相傳。薛叔叔請每人在蛋糕上

切一刀(橫切、直切、斜切、都可以)作為

紀念你曾來過海灣教會。薛叔叔請郭牧師

為遊學生們祝福禱告結束。

是以生命傳生命，以生命生生命，以

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永遠給暑期游

學生及海灣教會留下甜美的回憶和見

證。

III.愛從那裏來?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

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

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約翰一書 4章7節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

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裡」。羅馬書5章5節
IV.彼此相愛的態度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

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

了律法。羅馬書13章8節
V.如何知道神與你同在

約翰一書 4章12節 從來沒有人見

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

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

全了。

VI.活出神的愛來

今天是給中國來的遊學生歡送會，讓

愛活在游學生的心中。讓他們回國後，無

論在家裡，在學校能把愛活出來。

◎海灣華人教會 / 郭文仁牧師

歡◆送◆會
8月2 3日今晚

在海灣華人教會是

給中國來Galveston
的暑期遊學生們舉

辦歡送會。教會同

工們真有心把餐廳每張長型桌鋪上不同顏

色的桌巾，也準備了汽球、長方型蛋糕。

「角聲天使團隊」也自中國城“何處覓”

餐廳訂購了三杯雞、肉丸燴大白菜，炒洋

芋絲，安琪姊妹帶親自作的豆花加花生，

台式泡菜，Anita親自烤叉燒、綠豆薏仁海

帶絲甜湯，Ben Lee弟兄作越南式甜點(糯
米黑豆加上椰絲、花生白糖粉)、周光祖弟

兄作炒粉、黃質永弟兄作拿手的油飯，海

灣教會姊妹作涼拌黃瓜加蕃茄，薛叔叔作

涼拌麻辣粉條，西瓜，櫻桃等。

6:45pm大家歡喜聚集一堂享用豐盛晚

餐，7:30pm薛叔叔主理歡送會，有唱詩敬

拜讚美與小合唱獻詩(遊學生們與教會弟兄

姊妹組成)，請郭文仁牧師短講，主題是

「活出愛」(請看福音版)
接著是請同工會主席傅雨弟兄致贈

「角聲天使團隊」每位天使團員謝卡暨天

使團員與2019暑期遊學生紀念合照相片

(冰箱貼卡)，請潘師母上台代表「角聲天

使團隊」領謝卡與相片貼卡並請潘師母致

詞:「2012年中國與台灣有暑期遊學生來到

Galveston島上，感謝教會中美蘭姊妹聯絡

我，請我來幫忙，感謝上帝又感動Alex和
Sarah梁，王建民、彭朝輝等不同愛心天使

幫忙開車，暑期每周五去海灣華人教會支

援遊學生福音事工(個人談道、愛心關懷、

提供愛心晚餐等) 。
四年前Alex梁弟兄又邀請Raymond(岑

振強黃靜音)夫婦來加入天使團隊，幫忙開

車。近三年Raymond又陸續邀請西區中國

教會粵語組小組的弟兄姊妹暑期加入天使

團隊，她(他)們學習用廣東國語和遊學生

們說話，我是唯一說普通話的；近來又有

說普通話的安琪(美南台福教會)暨周武籐

牧師師母(迎主教會) ，Waco周愛珠蕭夢周

夫婦投入天使團隊，我們相處融洽。

感謝上帝賜給我這些愛心天使們，她

(他)們不但人來，也親手作1或3道菜或作

點心來，每位團員都有拿手功夫:作菜、作

甜點、蛋糕、油飯、炒粉、韓國泡菜、咖

哩雞、烤雞腿、台式滷肉飯、茶葉蛋、豆

「角聲天使團隊」與海灣華人教會遊學生們和郭文仁牧師師母合照。

福氣盈溢 ◎王文龍

經過近十年的掙扎和徘徊，我終於從

一個頑固的無神論者、一名優秀的中國共產

黨黨員，變成為上帝國度裡的一員，而且敢

於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常聽說成為

基督徒就會蒙福，上帝應允禱告，有人死而

復活，病得痊癒；有人工作順利，財運亨通；

很多人因之家庭和睦、幸福快樂。如此見證

比比皆是，數不勝數。可我回顧信主耶穌兩

年以來，和以前比究竟有甚麼不同。福真的

多了嗎？比以前更健康、更富有、更順利、

更快樂了嗎？信耶穌給我帶來甚麼益處？

使我產生哪些變化？

我發現：我還是我，儘管我已接受了

洗禮，卻沒有看到更多福的降臨。

一日，一個好朋友氣急敗壞來找我，

說他的太太患了肺癌，醫生提出要做手術，

讓我幫他拿個主意。他說，他太太現在已

經口唇青紫，呼吸困難，若再切除一葉肺，

豈不更無法呼吸？聽起來合情合理；其實卻

是錯的，因為他不懂醫學，隔行如隔山。忽

然，我覺得天目頓開，眼前一亮，馬上聯想

到上帝的國。我明白了！要弄清我信耶穌是

否有福這個問題，首先要進入上帝的國，明

白甚麼是「福」。

一般人認為有福就是升官、發財、有

名、有利；更有甚者，認為有吃、喝、玩、

樂是福。其實，這些不一定是福；因為即使

有這些，心裡卻不一定快樂。相反的，有些

人並不富有，甚至有病、面臨死亡，心中卻

快樂舒坦。所以，在上帝的國度裡，甚麼是

福有不同的解讀。

一個母親有兩個女兒。大女兒賣傘，

小女兒賣鞋。這個媽媽早晨起來，一看見是

晴天，就為大女兒發愁，晴天沒有人買傘，

大女兒沒有生意怎麼辦？當見到下雨，媽媽

又為小女兒發愁了，因為雨天沒有人買鞋。

她天天愁眉不展，終日悶悶不樂。一日，一

個朋友對她說：「妳真有福！晴天時有小女

兒為你掙錢，雨天又有大女兒發財。」這個

母親才恍然大悟，自此天天

快樂。

同是一件事情，因思

路不同，竟然有兩種截然相

反的內心感受。那麼，我信

耶穌後，可曾添福？

對我們來說，衣食住

行已不成問題。現在我心中

掛慮的，只有三件事：第一

件是兩個女兒在美國的移民

身份問題，其次是孫子的教

育，最後是我和太太的健

康。

我感謝耶穌，就在今

年，幾乎是同時，兩個女兒

的移民身份都得到解決。而

我老倆口也有機會在美國落

戶。我們夫妻都生在北京，一直在北京讀書

到大學畢業，誰知趕上文化大革命，被發配

到雲南工作（以前充軍的地方），如今能在

美國落戶，有女兒和孫子相伴，這是福氣。

其次是我住在女兒家，老少三代一起

生活，基本上相處融洽。只是我們在教育孫

子的方法上，跟年輕一代很不一樣。我總嫌

女兒管的太嚴，又怪女婿太撒手。而我要管

他們學習，就更著急，經常發脾氣，事後又

後悔，但覺得不管又不

行。大孫子「牛牛」總

是不好好吃飯、睡覺；

小孫子「多多」左手寫

字真難，孩子上課又沒

有教課書等，問題是不

知怎麼管教才好。如今，

我把這些問題都交託上

帝，順其自然，不再擔

心。這是心裡平安的福

氣。

第三，隨著年齡增

長，本應病越來越多，但我的心、肝、脾、

肺、腎等身體的主要部件都無大毛病。我太

太的血糖、血脂、血壓也從三項偏高轉為正

常。這是何等的福氣呀！健康就是福。

實際上，我受洗後，最大的福氣是上

帝與我同在。上帝是光、是生命，有主耶

穌，我的人生就在光中行走，不怕絆跌，不

怕迷路。

上帝又賜我三大法寶，第一法寶是聖

經。我讀聖經，漸漸明白上帝的旨意和真

理，知道怎麼行事為人。第二個法寶是禱

告，我向天父認罪、傾訴，祂寬恕我，指示

我。第三個法寶是教會，教會裡有愛，有真

理。信徒們一同學習真理，彼此扶助，互相

提醒。孩子接受了上帝的真理，家長就不

必擔心他們吸毒、變壞。前幾日，我太太做

飯，燙了手，直到第二天，孫女「灣灣」還

關切地問姥姥好些了嗎？叮囑再做飯要小

心些。讓我倆幸福感油然而生；因這是上帝

國度裡的孩子。

我感謝耶穌，賜我能力，教我知罪、

知恩、知足，常常喜樂。知道感恩，真是

很快樂滿足。禱告也不能脫離上帝的旨意。

上帝叫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

傲。」（約翰壹書二 15 至 16）因這些都要

過去。不要向上帝索要世界，否則將永遠得

不到福。心中有聖靈就是最大的福！

與此同時，我的靈命起了可喜的變化，

對很多問題的了解不一樣了，可說比從前更

貼近真理。當我信心多一點時，罪就少一

點；離義近一點，福也多一點。

福在主手裡，只要信靠耶穌，就會蒙

福。我發現，信耶穌後，雖然我還是我，但

真的有更多福氣降臨，只是原來我身在福中

不知福，因不懂甚麼是福，所以視而不見。

是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愛、聖靈

的感動，使我看到一般人肉眼看不到的福！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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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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音樂傳達美善，用歌聲拉近距離，更用愛撫慰心靈，「休士頓慈濟大愛合唱團」是由志工及僑社

愛好歌唱的朋友共同組成，是一個多功能的合唱團。

大愛合唱團藉由傳唱扣人心弦的慈濟歌、佛曲、中英文民謡及民歌等，推廣慈濟精神並陶冶性情，

期許透過音樂能淨化人心，將美善發揚。

大愛合唱團經常在慈濟各項活動中演唱，並定期在老人院探訪時，將歡樂及優美的歌聲帶給年長

者，並與大家合唱互動。練唱時間為每星期六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在慈濟德州分會會所的靜思

堂練唱，歡迎愛唱歌的歌友加入成為團員。若有興趣，請致電連絡德州分會 713-270-9988。

傳唱愛的樂聲 德州分會大愛合唱團

活動名稱：德州分會大愛合唱團

活動地點：慈濟德州分會會所靜思堂（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活動日期時間：每星期六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

建築師發心　打造百年樹人的學校
撰文：門海梅、加森、王偉齡、錢美臻

在墨西哥市古城區祖傳大宅，建築師保羅熱情接待慈濟

墨西哥關懷團。總是穿著一件卡其褲、呢絨外套、白

色襯衫，富有學者風範的保羅，任教於墨西哥大都會自治大

學（CAM-X）建築系。

 保羅家牆上掛著數把大提琴，桌上的家人合影中，有著

他和妻子彈奏大提琴和吉他的景象。會談休息期間，他演奏

一首大提琴樂曲，展現建築專業外的音樂涵養。一股赤子謙

沖的單純情懷，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頂著花白捲髮、戴著

一副眼鏡，鏡片後的眼裡藏不住對建築、美學、和大自然的

熱情。

 「持續共振以及同向的運動在設計建造的時候，就必須

要考慮，避免與地震震波重合，這是非常重要的。」保羅求

好心切，設計圖一改再改，除了確保新校舍要能承受得住任

何重大災難的考驗，更要成為百年、千年樹人的學校。

◎學者、音樂家、建築師 

承擔起「莫雷洛綜合學校」跨國援建計畫的慈濟美國志

工，以台灣、美國、墨西哥跨時區、跨國的三方視訊

馬拉松會議，商討重建案細節，隨時飛到墨西哥進行面對面

的會議。

 其中，與慈濟人溝通最為密切的，是重建案靈魂人物建

築師保羅。 ◎全人式教育園區

保羅也用建築學的巧思，捕捉自然光、通風涼爽來節省

能源，廢水也有回收系統再利用，和慈濟理念不謀而

合，希望「慈濟全人式教育理念」能同時體現在硬體中，讓

貧苦地區的孩子，從小有機會在美善的環境下學習成長，養

成開朗、積極、尊重、有愛的智慧公民。

 「4.9英畝的校舍預定地，在教堂和圖書館之間畫一條

軸線，區分成兩塊空間，教堂那區將成為精神生活空間，而

圖書館那區則是知識養成的樂園，學生的生活空間就從這條

軸線向兩邊延伸開來。」保羅解說其設計理念。

 這不只是鋼筋水泥打造出來的堅固建築，更包含了許多

人投入的用心。保羅也號召建築系優秀學生加入設計團隊，

期許學生在獲得實戰經驗之餘，也從中學到不分種族跨越宗

教的大愛，可成就所有的事。

◎反轉人生的起點

有慈濟的跨國馳援，有當地發心的建築師，再加上心心

念念守護孩子教育的修女，在眾人共同努力下，這

一大片環山而抱的校舍預定地，將開始照著保羅的設計藍圖 

施工。

 預期在明年新學年度，這所有著七十幾年歷史的天主教

學校，將在新校區嶄新的校舍內，繼續以愛、以善提供高品

質的教育資源，並可接納更多社區低收家庭的孩子們，穿上

紅背心白襯衫制服在此學習成長，反轉人生。

設計師保羅（右三）向慈濟墨西哥關懷團成員簡報學校設計圖。

攝影／錢美臻

善的漣漪 莫雷洛綜合學校重建 撰文：門海梅、加森、王偉齡、錢美臻

「莫雷洛綜合學校」動土典禮儀式中，兩名該校學生拉著慈濟旗

幟，站在新的校舍設計模型和建校紀念碑後。攝影／錢美臻

◎大愛的緣起	

學生、家長和貴賓們在典禮後歡喜合影。攝影／錢美臻

	 2017年9月19日，上萬墨西哥人聚集，參加紀念1985年九

一九大地震的悼念儀式。沒想到同一天，悲劇再度重演！當天

下午兩點十四分，霎那間天搖地動樓塌路斷，墨國中部偏東的

普埃布拉州（Puebla），出現地震規模8的強震。墨西哥市遭

遇規模7.1震波襲擊，三百多人死亡，頓時墨國一切都變了樣。

	 在強震後不到一個星期，慈濟組成六人勘災小組抵達墨西

哥，深入距離震央較近的城鎮，包括：荷呼特拉市、聖哥帝亞

區（San Gregorio）、霍奇米科市（Xochimilco）和德拉奇市

（Tlaquiltenango）。

◎孩子教育不能等	

當時荷呼特拉市的莫雷洛綜合學校，因強震導致校舍整

個坍毀，修女們正愁重建學校經費毫無著落時，總修

女瑪塔（Ma.	Martha	Elena	Franco	Lima）過去的學生路易

斯（Luis Senties），因出自對學校的愛和對修女教導的感

激之心，自發協助修女在社交網絡進行募款。

	 學校重建案「動起來」，激起一連串愛的漣漪。首先，

獲得當地善心民眾捐贈兩英畝土地，有心貢獻災區的墨國知

名建築教授保羅（Pablo	 Quintero	 Valladares），也承諾免

費執行校區設計。

	 機緣巧合，慈濟墨國本土志工伊芳（Ivonne	Garcia），

從朋友圈中得知學校此事，促成慈濟勘災小組至校區舊址實

地勘查，修女向慈濟請求援助，經呈報台灣花蓮慈濟本會，

證嚴法師聽到學校被震垮孩子們難以上學時，慈示：「孩子

的教育不能等。」並指示援建「莫雷洛綜合學校」。

這是一個跨越國度，超越種族、宗教，實踐大愛的現在

進行式......

	 來自美國和丹麥的佛教慈濟基金會志工組成的墨西

哥關懷團，於2019年6月29日再度來到墨西哥荷呼特拉市	

（Jojutla），出席慈濟基金會承諾援建的「莫雷洛綜合	

學校」（Morelos	Institute）動土典禮。

	 新校地綠草如蔭，在群山包圍下，2019年6月29日，	

莫雷洛綜合學校的修女們在4.9英畝的校區預定地入口，歡

迎慈濟關懷團成員美國慈濟總會執行長黃漢魁、負責墨西哥

中長期重建計畫的慈濟美國志工葛濟覺、中南美洲關懷小組

召集人林慮瑢遠道而來，也歡迎師生、家長回「家」，共同

見證重建項目動土儀式的歷史性一刻。

	 許多學生和家長，是在災後第一次看到未來的校舍建

地，看到寬闊的土地和精緻的校區建築模型圖，幾乎不敢置

信。地震毀了他們舊的求學環境，但卻在眾人努力下，帶來

了不可思議的祝福。

	 這個隸屬於墨西哥天主教梅賽德修女會（Hermanas	

Mercedarias	 del	 Santísimo	Sacramento）的學校，為何會

成為慈濟人關懷當地孩童教育發展的園地？

	 這個因愛串起的因緣，要回溯自2017年9月......

＠莫雷洛綜合學校重建案專題報導

9
177

	 慈濟志工以真誠的雙手和關懷的擁抱，送上可讓災區居

民立即解決生活困境的「物資卡」和「毛毯」，一步一腳印贏

得當地人信任與感動。從當地志工的反饋，瞭解墨國未來長期

所需是教育與醫療支援，慈濟人深入災區鄉鎮，探尋能協助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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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45週年

客 戶 齊 分 享 精選泡參買3送1

董事長 許恩偉 
Wil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Paul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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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TEEN HOW天后廟6C_40-7-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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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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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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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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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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蔭
，
共
沐
神
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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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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