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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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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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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明天下午二時半
在萊斯大學Stude Hall 上演新春音樂會

圖文：秦鴻鈞
（本報訊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於日前召開2020年第一次理監事會，之
後是全體大合照。這是最完整的一次全
體理監事都到齊的大合照。會長洪良冰
，副會長王姸霞為工商婦女會帶來 「新
人新氣象」!
以下是新團隊名單 ：

2020會長：洪良冰
2020副會長：王妍霞
2020理事:
秘書長：何真、
財務長：李莉穎、
公關組：王妍霞、裴俊莉、王慧娟
會藉組： 李莉穎、羅錚
總務組：李淑惠、張貴美、宓麥蘭
活動組：鄭麗如、蔡沂汶
2020監事：羅秀娟、吳展瑩

新人新氣象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新理監事

（本報訊）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將於2020
年 1 月 12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 Stude Hall 上演新春音樂會。這場
音樂會將以中國室內樂作品《新春樂》開場，
接下來著名青年女高音劉春池將演唱中國藝術
歌曲《春天的芭蕾》、約翰·斯特勞斯的歌劇
《假面舞會》選曲《笑之歌》。劉春池還將演
唱其他幾首膾炙人口的中外名曲，如《瑪依拉
變奏曲》，《九兒》，和蕾哈爾的輕歌劇《朱
迪塔》選曲《我的雙唇那火熱的吻》。著名的
美國華人男中音歌唱家李佳慰將受邀友情助演
，演唱比才的著名歌劇《卡門》選曲《鬥牛士
之歌》，他還將與特邀友情助演女高音張馨一
共同演唱蕾哈爾的輕歌劇《風流寡婦》的著名
選曲《默默無語》。旅居休斯頓的著名男高音

歌唱家王維國
先生也將受邀
友情演唱中國
創作歌曲《鄉
音鄉情》。

器 樂 部 分
還將由著名鋼
琴家周文理與
樂團合作演奏
布 勞 池 （Er-
nest Bloch） 的
鋼琴與樂隊作
品 Concerto
Grosso 和 大 提
琴 家 Sonya
Matoussova 演
奏 布 魯 赫
（Max Bruch）

的大提琴協奏曲Kol Nedri。
音樂會將特約近年來出現在中國

嚴肅音樂舞台青年指揮家肖超從中國
趕來執棒，以求完美地表現中國作品
。肖超曾經和多位著名演唱家合作過
許多膾炙人口的曲目，比如《春天的
芭蕾》《瑪依拉變奏曲》和《帕米爾
我的家鄉多麼美》。

華美樂團是一個精幹的演奏團體
，由五個弦樂聲部、鋼琴和聲樂組成
。木管、銅管和打擊樂聲部可根據曲
目要求即時配置。全團核心成員21人
。樂團的骨干成員均為一流的演奏家
，包括樂團首席，小提琴家 Andrew

Meyer，樂團第二小提琴首席，小提琴家 Oleg
Chelpanov；大提琴首席Sonya Matoussova；鋼琴
家周文理；女高音劉春池。樂團聘請著名中國
青年指揮家肖超作為客席指揮。

華美樂團自去年初步成立以來，在美國休
斯頓已經演出四場室內樂音樂會和一場美聲獨
唱音樂會，尤其是由樂團伴奏的“劉春池張馨
一獨唱音樂會”取得了圓滿成功。樂團的曲目
將包括古典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的室內樂作品
和歌劇、輕歌劇作品，比如莫扎特、舒伯特，
勃拉姆斯雷哈爾等人的作品，包括弦樂四重奏
、鋼琴四重奏、鋼琴五重奏、鋼琴協奏曲；歌
劇和輕歌劇作品；中國室內樂作品、中國藝術
歌曲和現代創作歌曲。代表性作品包括莫扎特
《G大調弦樂小夜曲》K525、莫扎特《g小調鋼
琴四重奏》K478、勃拉姆斯《f小調鋼琴五重奏
》Op34、舒伯特《鱒魚五重奏》D667、雷哈爾
的輕歌劇選曲，《風流寡婦》選曲、《朱迪塔

》選曲、莫扎特的歌劇歌劇選曲，《唐璜》選
曲、《費加羅的婚禮》選曲、中國民歌改編的
創作歌曲《瑪依拉變奏曲》、《帕米爾我的家
鄉多麼美》，《春天的芭蕾》等。樂團還將繼
續挖掘演奏中國音樂作品，如中國室內樂作品
《新春樂》、《白毛女》等。

可以在網上購票，網址如下（複製到瀏覽
器）或登錄 www.eventbrite.com 搜索“hwamei
”

https://www.eventbrite.com/e/hwa-
mei-chamber-orchestra-chi-
nese-new-years-concert-tickets-85421338523?
aff=ebdssbdestsearch

時間：1月12日 2:30PM
地 點 ： Rice University Stude Hall, 6100

Main St ,Houston,TX 77005
Stude Hall is Inside Shepherd School of Music

At Alice Pratt Brown Hal

（本報訊）為豐富休斯頓地區華人及
其他族裔人的文化生活，展示師生們一年
來在繪畫藝術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王長
宏美術學校將舉辦一年一度的師生聯合畫
展。歡迎大家前來參觀、指導。非常感謝
！

畫展時間：

1/11/2020 星期六

11:00 a.m.-4:00p.m.

1/12/2020 星期日

11:00a.m.-3:00p.m.

畫展地點：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休斯頓僑教中心

王長宏美術學校畫展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元旦升旗典禮年元旦升旗典禮，，於元旦當天上午十時於元旦當天上午十時
，，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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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森林探索之新年森林探索之【【神話神話】》】》

（本報訊）森林中有一條小河，深深淺淺
蜿蜒貫穿，看不到頭尾。那河上的橋也是五花
八門，有比較寬敞可以行車的，也有設計獨特
專門走人的，還有的干脆放倒一棵樹在河上，
看你敢不敢挑戰一下自己的平衡能力。我一看
到這獨木橋就興奮的躍躍欲試，結果被娃們拼
命攔阻，比他們爸爸還嘮叨的一直嚇唬我說我
一定會掉下水，搞得落湯雞一樣悲催。當時我
們剛進林子不久，又被娃們一嚇唬，我的鬥志
一下被打掉不少，也怕萬一渾身濕漉漉的沒法
帶娃們繼續探險了，只得在大樹上站了站試了
試就不甘心的離開了。後來我們走回來又看到
另一處獨木橋，我一下又興奮起來，這棵樹看
著比前一棵要粗而且離水面更近一些，我再也
不聽娃們的勸阻，堅定的說“我一定可以過去
”，並讓大娃幫我錄像為證。果然，我連書包
都不用解下來，憑著我的老竹竿，輕鬆挑戰成
功。不過走到河中間時發現水流其實很急，低
頭一看馬上有眩暈的感覺，所以如果你也想去
試試的話千萬不要低頭看水，否則真的有成為
落湯雞的可能。至於那棵更細更高的獨木橋，
我暗暗決心下一次帶著一身換洗的衣服還要再
去試一試！

後來大娃問我“如果當時我掉下去了會不
會覺得很embarrassing（尷尬難堪）？”我告訴

他：“不要因為害怕難堪而放棄嘗試，即使我
掉下水渾身濕透我也會讓你錄下來作為紀念的
。因為這就是人生，你不去勇敢嘗試怎麼知道
自己到底行不行呢？！而且有些失敗也沒什麼
大不了的，爬起來再走一遍就是了。”

回看錄像覺得大娃比我還緊張二娃比我還
興奮，好像還有人圍觀，天上還有飛機聲音，
可當時我什麼都聽不到，就在一心一意的走我
的獨木橋

新的一年就在新的探索中開始了。看世界
變幻莫測，並不平靜，就像這片森林，蘊藏著
無盡的可能。憑著心中的微光繼續前行吧，每
天都是新的，每個你都是新的，永恆不變的是
一切都永遠在變化中。

作七律【神話】一首記下新旅程的開啟。
混沌乾坤萬象空，
今朝誰待闢鴻蒙？
沖天逐日蓬萊島，
入地尋根紫禁宮。
朱雀驚飛霞似血，
青龍詫遁浪如洪。
回心一念緣生起，
半盞明燈佛法中。
（仄起入韻一東）最後兩句請參見“一念

回心”佛法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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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工作節奏快的城市，頸部疼痛
已經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職業病。不論年
輕人，還是中老年人，都逃不出它的魔
爪。它可以是局部性的，比如韌帶扭傷
、肌肉拉傷或者關節的磨損退化；也可
以傳導性的，即除了頸部不適之外，同
時伴隨著手麻、胳膊酸痛的情形，甚至
是手腕的筋膜出現發炎、粘連、緊縮的
情形。

形成頸部疼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
車禍等外力造成的機械性損傷，長時間
以某種不舒適的姿勢坐或者躺導致的慢
性勞損，不經常鍛煉的人突然做某種不
適應的體育鍛煉、或者活動導致的肌肉
痙攣，或者年齡增長導致的骨骼退行性
改變等。

頸部疼痛的鑒別診斷還是相對簡單
的，大部分患者會感到頸背疼痛、上肢
無力、手指發麻、下肢乏力、行走困難
、頭暈、惡心、嘔吐，甚至視物模糊、
心動過速及吞咽困難等。

關於頸部疼痛的治療，一般采取保
守治療，即非手術治療。非手術治療包
括藥物治療、物理治療（運動療法、牽
引療法、推拿按摩療法、冷熱療法、超
聲波治療）、註射療法（封閉治療、痛
點註射、關節註射、神經阻滯療法）等
。病情嚴重者，有神經根或脊髓壓迫者
，必要時可選擇手術治療。

藥物治療：分為非處方藥和處方藥
。

非處方止疼藥：包括Advil和Tylenol
，患者可以從各大藥房直接購買。副作
用：對胃的傷害比較大，建議患者飯後
服用。服用時間：2~3周，若疼痛仍未
減輕，可考慮其他治療方式。註意：肝
腎不好的患者，請慎用。

處方藥：包括大劑量的消炎止疼藥
，各種強力止疼藥。若服用非處方藥治
療效果不佳的情況下，可在醫生指導下
服用此類藥物。副作用和非處方藥差不
多，王鑫醫生建議最多服用不超過3周
。

物理治療：分為運動療法、牽引療
法、推拿按摩療、冷熱療法、超聲波療
法。

運動療法：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指
導下進行康復治療, 通過各種各樣的運
動，來減輕疼痛、肌肉強度、改善平衡
達到治療效果。物理治療師一般是博士
畢業，而且是一個競爭性非常激烈的行
業，很多大學生都爭相進入的行業。

牽引療法：通過牽引機或者人工對
身體進行牽拉，起到減輕疼痛的作用。
主要用於頸椎、椎間盤突出、退化性關
節炎和頸部肌肉痙攣等。一般一周牽引
2~3次，每次大約15~30分鐘，牽引強
度由理療師決定。一些簡易的牽引工具
，患者可以在家裏自行鍛煉，出於安全
角度的考量，請務必咨詢過醫生之後再
購買鍛煉。牽引療法的副作用：頸動脈
狹窄、椎管狹窄、風濕性關節炎禁用牽
引，有可能引起災難性後果。

推拿按摩：需要按摩師或者機械，
通過對關節肌肉的積壓或拉伸，起到疏
通經絡、放松肌肉和減輕疼痛的效果，
一般是在按摩師或者物理治療師的指導
下進行。

冷熱療法：選擇冷敷還是熱敷，需
要根據不同情況來決定。一般外傷48小
時到72小時之內，需要冷敷；慢性疼痛
者可選擇冷敷，亦可選擇熱敷；但是四
肢循環不好者，禁用冷敷。

超聲波治療：超聲波即深部熱敷，

主要適用於各種關節疼痛，起到止疼、
活血化瘀的作用。註意：一般來說，心
臟和肺盡量不要采用超聲波治療，可造
成心肺受損。超聲波治療法一定要由治
療師和專業人員指導下才可進行。

註射治療：特點是見效快，但是技
術要求高！一定要由受過特殊訓練的專
科醫生進行註射治療。大部分註射，需
要在X光和CT的指導下進行。我們診所
從2006年就開始使用超聲波來替代X光
和CT進行各種頸部註射，大大方便了病
人，而且減輕了花費，深受廣大患者的
歡迎。

封閉治療：即類固醇治療，向頸部
註射類固醇藥物，止疼效果一般持續3~
6 個月。副作用：類固
醇易引起血糖和血壓的
升高，因此糖尿病患者
慎用。此療法，一般一
年不要超過3次。

痛點註射：註射各
種藥物到痛點，起到減
輕疼痛和放松肌肉的效
果。藥物包括麻藥、激
素、糖類物質等。根據
具體情況選擇相應的藥
物註射。此療法見效快
，持續時間3~6個月，
建議病人配合物理治療
，效果更佳。

關節註射：適用於
頸部退化性關節炎患者
，一般在超聲指導下，
我們將各類藥物註射到
頸部關節，起到消炎止
疼的作用。請註意：一
定要由專科醫生進行治

療，因為技術難度比較高。我們診所已
經開展超聲診斷治療10余年，臨床經驗
豐富。

神經阻斷：主要是通過麻藥或者類
固醇，將神經阻斷，起到減輕疼痛的作
用。一般來說，需要在X光和CT指導下
進行，大部分需要在醫院進行治療。手
術難度大，風險比較高。

手術治療：若非手術治療失敗，可
考慮手術治療。一般適用於神經根或脊
髓壓迫者。

王鑫醫生是骨科和神經科的最佳聯
合，專治頭痛、頸痛、肩痛、腰腿痛、
腳痛、手腳麻木、坐骨神經痛、關節痛
、工傷、車禍、運動受傷疼痛、腰椎間

盤突出、中風、各種外科手術術後康復
治療。而且王鑫診所環境優雅、設備精
良，有專業的執照物理治療師、執照按
摩師協助患者進行物理治療。

歡 迎 電 話 洽 詢 或 預 約 ：
713-270-0909。
門診時間：周一、周二、周三、周五早
8:30am 到 5:00pm，周六早 8:30am 到
12:30pm。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Ste #370,
Houston, Tx 77036（休斯頓百利大道恒
豐銀行3樓#370）

王鑫系列講座王鑫系列講座———頸部疼痛—頸部疼痛

南管理委員會安全會議南管理委員會安全會議
1月8日上午九時西南管理委員會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ctrict）
舉辦公共社區安全委員會議（Public
Safety Community Meeting），休斯頓
西南區各警察局、消防局和市政府代
表和物業主出席2020年第一次公開
公共安全會議，會議緊湊效率的涵蓋
了去年的施政報告和2020年的安全
議題及未來計畫。

公共安全會議由西南管理委員會
執行長李成純如（Alice Lee）主持，
首先聽商家業主對公共安全的建議，
接下來由Midwest警局指揮官Bashir
、Westside 警局指揮官 Faulhaber、
South Gessner警局指揮官Bellamy發
表治安報告。首都警局（Metro Po-
lice Department）、休斯頓消防局、
Harris郡法院辦公室、保安隊Seal均

派了代表發言。最後針對3項經費補
助聽取意見並討論，包含在 South
Gessner的市民互動和醫學培訓、中
國新年活動中的安全支援、3月11日
的阻止犯罪行動的感恩午餐贊助等議
題。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192019年秋季學期結業典禮裡年秋季學期結業典禮裡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錢武彥老師介紹新課程高爾夫球錢武彥老師介紹新課程高爾夫球

松年學院學員橫笛演出松年學院學員橫笛演出

許勝宏院長推薦瑜伽課老師周華華許勝宏院長推薦瑜伽課老師周華華

松年學院西班牙語和唱團松年學院西班牙語和唱團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應邀致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應邀致詞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192019年秋季學期結業年秋季學期結業
典禮作品展典禮作品展

插花課插花課IkebanaIkebana流流,,張淑貞老師張淑貞老師

國畫課李柏榮醫師現場表演國畫課李柏榮醫師現場表演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192019年秋季學期結業典禮年秋季學期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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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稅季已經開始。如大家所知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主導了一系
列重要的稅法改革，這些改革具體體
現在2017年底簽署的《減稅和就業法
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
中。那麼在2019年新稅季中，又會有
什麼樣的變化呢？德明會計師事務所
就2019年稅法的幾個新的變化做一些
解說（用於2020年四月前報2019年的

稅）
第一．個人所得稅率：2019年新

邊際稅率的七個階梯。仍然使用七個
階梯的百分比，但每一個階梯收入的
金額增加了。

第 二 ． 個 人 收 入 標 準 抵 扣 額
（Standard Deduction）繼續增加：

基於物價上漲因素，個人的標準
抵扣額每年都會進行調整。《減稅和

就業法案》在去年取消個人免稅額的
同時，大幅增加了標準抵扣額，該抵
扣額在2019年也做了上調：

第三．分項抵扣（Itemized De-
ductions）：
如果選擇分項抵扣, 在 2017年和 2018
年，醫療費用超過調整後總收入（Ad-
justed Gross Income， AGI）7.5%的部
分可以用來抵扣收入，在2019年，這
已抵扣門檻變為 10%。例如你在2019
年的AGI為$50,000，醫療費用為$5500
。先將 AGI 乘以 10%等於$5,000，$5,
500減去$5,000等於$500。這$500可

以用於抵扣收入。
醫療費用包括預防、治療、

手術、牙科、眼科，還包括由醫
生開處方的眼鏡、假牙、助聽器
等費用，另外去看醫生所產生的
交通費用也可以計算進去。醫療
費用不包括美容費用和保健品費
用，已經由保險公司報銷的費用
也不能計算在內。

第四．兒童稅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可為每個16歲或以
下的合格受撫養子女提供高達
$2,000美元的補貼。對於除孩子
以外的合格受養人，有$500不
可退款的抵免額。

這是一種稅收抵免，這意味
著它可以減少您的稅收賬單。最
高$1,400的兒童稅收抵免可退還
；也就是說，它可以將您的稅單
減少到零，並且您可能可以對剩
余的任何款項進行退款。

但這種減免對收入是有要求
的，夫妻合報收入不得超過
$440,000，單身是$240,000.

另外，對於13歲以下小孩的照護
費用(CHILD CARE CREDIT)，可以有高達
$3000美元（多個孩子最多到$6000）
的20%-35%的抵免額。至於是20%還
是30%，取決於家庭收入的高低。

第五．SALT限額：
SALT 指的是 State and Local Taxes

，即州稅和地方政府稅，這主要包括
地產稅、銷售稅和州所得稅。對於個
人納稅者來說，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
房產稅。2019年這一項的抵扣額被限
制在$10,000，這對於一些房產稅比較
高的地區會產生較大的影響。有些州
政府曾經試圖通過慈善捐助的方式避
免這種影響，但是IRS隊此提出了將慈
善捐款限制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退稅
的範圍內的限制，從而堵上了這一漏
洞。

第六．慈善捐款：
2019年的慈善捐款限額是AGI的

60%，但是根據接受捐助的機構，有些
限制在30%，甚至20%。通常60%限額
的機構包括教會、教育機構和醫療機
構；30%限額的機構包括一些退伍軍人
組織、兄弟會、以及其它一些非盈利
機構。具體要看該組織的抵扣編碼，
這一編碼可以在IRS網站上查詢。

第七．房貸利息：
自2018年起，房貸利息的抵扣被

限制在$750,000貸款額以下。對於房
屋重新貸款，根據“Grandfather rule
”，IRS可以網開一面，將限額提高到
$1,000,000，但是需要註意的是，如果
在重新貸款時提現（cash out），哪怕
只是用於支付貸款交割費用，也有可
能打破Grandfather rule，導致限額降
到$750,000。這一點在重新貸款時要

小心。另外，Home Eq-
uity Loan的利息不能抵扣
。
第八．IRA退休金限額：
Traditional IRA 是很多人
用來抵扣收入延緩交稅的
方法。2019年個人 IRA限
額從上一年的$5,500 為
$6,000，50歲以上的人可
以增加到$7,000。存 IRA
的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4
月 15 日，也就是個人報
稅的截止日期，所以有意
存退休金的需要抓緊時間
，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第九．海外資產申報：
根據《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案》

（FATCA），美國公民、永久居民以及
稅務居民都需要申報其在海外的金融
賬戶。該法案在2014年開始正式實施
，金額超過$10,000的賬戶都在申報之
列。目前FATCA的寬限期（Grace peri-
od）已經結束，從2020年開始要嚴格
執法，各國金融機構都要向美國政府
報告相關的賬戶信息。如果有海外金
融賬戶未作申報，將會面臨巨額罰款
甚至牢獄之災，一定不可掉以輕心。

大家還需要記住幾個重要日期：
◆個人報稅截止日（1040 表格）：
2020年4月15日
◆LLC報稅截止日（1065表格）：2020
年3月16日
◆C-Corporation公司報稅（1120表格
）：2020年4月15日
◆S-Corporation 公司報稅（1120-S 表
格）：2020年3月16日
◆海外資產申報（Fin Cen 114表格）：
2020年4月15日

德明會計師事務所具備稅務，會
計，審計等全面的專業知識，高效負
責，合理報價。請電713-979-6972，
Email: Sha-
ron@fldacpa.
com. 或 者 掃
碼加微信等方
式咨詢，歡迎
垂詢。

德明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專欄德明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專欄::
20192019報稅季節幾點重要變化報稅季節幾點重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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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到達美國邊境或入境口岸的人
都需要經過邊境檢查方可入境美國。如
果邊境工作人員有任何合理懷疑，您可
能會被帶到另一個區域進行“二次檢查
”，俗稱“小黑屋”。進“小黑屋”本
身並不是大問題，但是扣留時間可能是
幾分鐘到幾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在
“小黑屋”，入境工作人員會詢問您問
題，並可能打指紋和照相，檢查國土安
全局的數據系統，並確定您是否應被允
許進入美國。

在進“小黑屋”之後，您享有以下
權利：

•您有權聯系領事館尋求幫助。領
事館可以幫助您聯系律師或您的家人。

•如果您有律師，則應請求CBP允
許與您的律師聯系。但是請註意，CBP
可能會告訴您您無權與律師交談。

•您有權以您能理解的語言查看為
您準備的所有書面聲明。

•如果您不同意提供給您的書面文
件的內容，則可以拒絕簽字。

•您不能以隱私權為由，不讓海關
工作人員查看您的手機，筆記本電腦，
平板電腦或其他電子設備。 CBP (Cus-
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可能會在
檢查過程中搜索您的電子設備，查閱您
的電子郵件和您的社交媒體活動。您的
手機，筆記本電腦或其他電子設備可能
會被暫時沒收。

如果CBP認定您是“返美居民”
（ returning resident），這個處理過程
會相對迅速。但是，如果CBP認定您是
“入境的外國人”（arriving alien）：
則表示您有以下情形出現：
•放棄了您的LPR美國永久居民身份；
•離開美國的持續時間超過180天；
•離開美國後從事非法活動；
•在遣送程序或引渡程序中離開美國；
•犯有某些刑事罪行，並沒有獲得移民
豁免權；
•試圖非法入境美國。

移民法庭的聽證會的權利
被視為可遣返的綠卡持有者有權在

移民法官面前舉行聽證會。
海關工作人員可能會試圖說服您由

於長期不在美國而放棄了您的綠卡，並
可能敦促您簽署I-407表格，《放棄合
法永久居民身份的記錄》。但是，請註
意：

•您不會僅僅因為在境外停留時間
而失去綠卡身份

•政府有明確和足夠的證據並且在

移民法官下達遞解令之後，綠卡資格才
會被正式取消。

•I-407表格必須是自願簽署的。
您有權拒絕簽署，如果您拒絕簽署，不
會有任何負面影響。

如果CBP認為您放棄了美國綠卡資
格而您拒絕簽署I-407表格，CBP必須
給您上庭通知（NTA），由法官決定您
是否放棄了美國永久居民的資格。 CBP
無權自行做出此決定。

如果CBP認為您放棄了美國綠卡資
格而您簽署了I-407表格，您仍然有權
要求移民法官進行判決。

如果CBP沒收了您的綠卡，您有權
獲得證明您綠卡資格的身份證明，例如
護照上的印章。

旅行前的計劃
如果您有以下情況，為了避免在入

境口岸出現延誤或任何法律問題，應在
出行前咨詢移民律師：

•有犯罪記錄，包括已經被定罪或
正面臨刑事指控

•在移民局（USCIS）或移民審查
執行辦公室（EOIR）有案件在等待結果

•您的移民歷史中有任何在移民過
程中未披露的信息，或可能導致政府官
員向您詢問旅行原因或移民歷史的問題

最新移民消息
1.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

請的申請費從$1,410漲到$1,440.加急
申請的項目主要包括使用 I-129 表的
H1B, L1，E簽證和I-140職業移民申請
。其他類別移民申請的申請費也會在近
期調漲。

2. 川普10月4日周五表示，所有
簽證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有醫療保險或
有能力支付醫療費用才能獲得簽證。該
規則原定於11月3日正式生效。法院目
前已經阻止了該法案的實行。

3.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最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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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確定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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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最近幾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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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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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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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起開始新的電子抽簽程序
：美國移民局2019年12月6日宣布，
新的H-1B註冊系統將於2020年正式啟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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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將於2020年3月開放電子註冊系
統。需要註冊的內容包括：1. 雇主的名
字，雇主的稅號EIN，雇主的郵寄地址
；2. 獲得授權代表雇主的代表方的名字
，職位，聯系方式（聯系電話和郵件地
址）；3. 受益人的姓名，生日，出生地
，國籍，性別，護照號碼；4. 受益人是
否在美國獲得了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
5. 其他相關信息。移民局會在有效的註
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雇主會
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的
時間遞交H-1B申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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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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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
助”的範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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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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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
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
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
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期
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
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
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
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

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

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
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
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
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
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
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 月 下 午 5 點) 在 電 臺 調 頻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
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
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法
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
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
,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
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
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
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
。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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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美國遭遇入境美國遭遇““小黑屋小黑屋””怎麽辦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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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
攝影攝影、、報導報導 美南山東同鄉會暨美南山東同鄉會暨
商會商會4040周年慶典盛大召開周年慶典盛大召開((下下 一一））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代表總領館發表賀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代表總領館發表賀詞，，祝賀美南山東同鄉會成立祝賀美南山東同鄉會成立4040周年並對周年並對
山東同鄉會在過去山東同鄉會在過去4040年中取得的卓越成績進行了高度贊揚和肯定年中取得的卓越成績進行了高度贊揚和肯定。。

美南山東同鄉會四十周年年會於美南山東同鄉會四十周年年會於20202020年年11月月44號晚在號晚在Expo Event CenterExpo Event Center隆重舉行隆重舉行，，本屆年會有約本屆年會有約
900900人參加人參加，，並收到了中美特別是山東地區企業並收到了中美特別是山東地區企業（（玉皇化工集團玉皇化工集團；；

剛剛於剛剛於11月月22日連任就職的休斯頓市長日連任就職的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專程前來道賀並發表講話專程前來道賀並發表講話，，同時為年會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山東籍企業家及其代表頒發同時為年會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山東籍企業家及其代表頒發
了了““美南山東商會榮譽會長美南山東商會榮譽會長”” 牌匾牌匾。。這是這是TurnerTurner市長就職以後參加的第一個大型的休斯頓社區活動市長就職以後參加的第一個大型的休斯頓社區活動。。

夜色夜色KTVKTV 的負責人許涓涓的負責人許涓涓（（右右
））與蒙古族著名青年歌唱家阿木與蒙古族著名青年歌唱家阿木

古愣古愣（（左左））合影合影徐建勳律師徐建勳律師（（右一右一 ），），張磊前會長張磊前會長（（左二左二））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僑領僑領（（後排右起後排右起 ））范玉新范玉新，，陳灼剛陪同福遍郡稅務總長候選人張晶晶陳灼剛陪同福遍郡稅務總長候選人張晶晶
，，至游雪峰至游雪峰（（後排左一後排左一 ））秦鴻台秦鴻台（（前排左一前排左一））桌敬酒桌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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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南歐經典南歐，，熱情雙牙熱情雙牙，，陽光之旅陽光之旅
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葡萄牙99日遊日遊，，$$999999起含國際機票起含國際機票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西
南區中國城多年老店” 黃金點心茶
寮“本周三（1月8日）又再開分店
： 「黃金茶寮」 ，地點就在”黃金廣
場”內，原“錦江” 舊址，歡迎舊
雨新知繼續光臨指教。

「黃金茶寮」 為優惠新、老顧客
，在這段新張期間，凡晚餐前往消費
者，消費滿$48元以上，再加一元，
就可買一只貴妃雞，或是蒜蓉炒豆苗
，敬請各界食的行家，把握這“新張
特價 ”的優惠時段，早早前往品嚐
「黃金茶寮」 的獨特菜色，先嚐為快
。

「黃金茶寮 」 的菜色包括：天
天茶市，港式粵菜，特惠和菜，並承
接大小酒席。歡迎各界，來這裡包間
包場，大小酒席，豐儉隨意 !

「黃金茶寮 」 著名的炒河粉 /
麵/ 飯如： 黃金炒河粉，黃金煎趟，
海鮮乾炒河，豉椒牛河，干炒牛河，
炒貴刁，星州炒米粉，肉絲煎麵，牛
腩湯麵，雪菜
鴨絲湯麵，鮮
蝦水餃湯，咸
魚蝦仁炒飯，
海鮮炒飯，及
來自三藩市著
名點心師傅主
理的粵菜港式
點心八十多種
以上，即點即
蒸，天天供應
。

「黃金茶
寮 」 地 址 ：

9968 Bellaire BLVD. #160,Houston
TX 77036（位“黃金廣場”內，原
“ 錦 江 ” 舊 址 ） 電 話 ： 281-
495-8818

「「黃金茶寮黃金茶寮」」 本周三本周三（（11月月88日日））在黃金廣場正式開張在黃金廣場正式開張
新張期間特價新張期間特價：：凡晚餐消費滿凡晚餐消費滿$$4848元元，，加一元送貴妃雞一只加一元送貴妃雞一只

（本報記者秦鴻鈞 ）開業近20年的珍寶海鮮城於日前宣佈：因晚餐全盤菜色創新，於近日起暫
停供應晚餐時 Walk in 客人，但 「珍寶樓」 的點心，午餐，及酒席菜等仍照常供應。這項暫停供應晚
餐的行動，至數月後正式推出新的晚餐菜為止。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內內““黃金茶寮黃金茶寮””的華麗廳堂的華麗廳堂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西側的西側的““黃金茶寮黃金茶寮””外觀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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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 點心點心，，午餐午餐，，酒席照常供應營業酒席照常供應營業
暫時關閉晚餐供應暫時關閉晚餐供應，，數月後推出晚餐全新菜色數月後推出晚餐全新菜色

作為西歐最具風情的國家，西班牙
和葡萄牙非常適合深度遊。“雙牙”有
著悠久的歷史，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
保存完好的古跡，深厚的歷史人文，豐
富的傳統節日，熱情奔放的居民，令人
賓至如歸。

葡萄牙版圖狹長，憑風望海，以里
斯本、波爾圖為樞紐，經典景點呈南北
方向排列。【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
和最大城市，西歐歷史最悠久的城市。
里斯本城中有聖▪喬治城堡、熱羅尼莫
斯修道院、大航海紀念碑、貝倫塔、貿

易廣場等重要歷史遺跡，以及享譽世界
的古本江博物館。【羅卡角】是整個歐
亞大陸的最西南點，這裡碑上刻著著名
的一句葡萄牙語“陸止於此、海始於斯
”，能感受到天涯海角世界盡頭的浪漫
。

【波爾圖】（波多Porto）是葡萄
牙的第一大港，Porto一字，更是葡萄
牙國名Portugal的由來。波爾圖擁有豐
富的歷史、有趣的旅遊景點和熱鬧的夜
生活，這裡是“波特酒”的故鄉，有華
麗的花磚建築，世界最美的書店/咖啡廳

甚至麥當勞，還有無敵浪漫的杜羅河夜
景，物價親民，是美麗而充滿活力的城
市。

西班牙版圖四方，北部相對發達，
歷史文化遺跡也更豐富，最重要的城市
是巴塞羅那和馬德里，景點以馬德里為
中心呈輻射狀排列。【馬德里】是西班
牙第一大城市，作為歷史文化名城，馬
德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市內有太陽
門廣場、普拉多博物館、皇宮、索菲亞
王后藝術中心等享譽世界的博物館、古
建築、廣場300餘個。馬德里熱情悠閒

的生活步調，超適合旅遊，令人嚮往。
大名鼎鼎的【巴塞羅那】是西班牙

第二大城市、繁華的通商口岸。巴塞羅
那可謂人見人愛，這裡有宜人的地中海
氣候、綿延的海灘和燦爛的陽光，更是
建築愛好者的藝術天堂，因為這裡誕生
了一位天才建築師——高迪，他傾盡畢
生心血設計建築的經典建築數不勝數，
聖家堂、巴特羅之家、米拉之家、桂爾
公園等。巴塞羅那是利比里亞半島的明
珠，一個讓人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

王朝旅遊推薦西班牙葡萄牙9日遊

，只要$999起含國際機票，提前做好
行程規劃，按照順序遊覽城市和景點，
帶給你難忘的旅行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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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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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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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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111
星期六       2020年1月11日       Saturday, January 11, 2020



中美論壇 BB1212
星期六       2020年1月11日       Saturday, January 11, 2020



BB1313基督教
星期六       2020年1月11日       Saturday, January 11, 2020

～思牡札記～

新年新 ( 心 )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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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讀者:「2019年你最高興天父上帝為你成就

幾件大事呢？」「2020年你的新年新(心)願目標計

畫又是什麼呢？」  
       筆者往年有每年立志，有一年我對天父說

我要學習「信心」的功課，我要更多經歷神。有

一年立志:我要學習「溫柔」的功課，因我不够溫

柔。有一年我立志：要學習「不輕易發怒」。2011
年立志「要用主耶穌的眼光看人看事」。

《荒漠甘泉》一月一日說：「親愛的讀者，今

天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境界上，前途茫然。擺在我們

面前的是一個新年，等待我們經過。誰也不能預

知在將來的路程中有什麼遭遇，什麼變遷，什麼需

要。可是在這裡有一段從父神那裡來的信息， 最
能安慰我們，最能激勵我們：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
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
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舊約‧申命記11章11-12節》」

2020年擺在我們前面的是有山有谷，有未知的

挑戰，但我們是天父的兒女若與主耶穌同行，就不

害怕將臨到的挑戰。祝2020新年快樂蒙福！

◎歡聚與歡送

1-4在東江餐廳我們歡喜相聚歡送Mona姊妹去
紐約角聲宣教士學院

我們角聲「陪我走過哀傷路」的學員不定期

相聚彼此關心，1-4在東江餐廳我們歡喜相聚歡送

Mona姊妹去紐約角聲宣教士學院。謝謝角聲休士

頓分會主任Nancy的愛心款待大家，求主賜福，

Mona去紐約角聲宣教士學院裝備兩年，也是我們

休士頓角聲的大事喔！我鼓勵Mona去，給她看有

關角聲宣教士學院招生短片和號角月報；去年暑徦

她和另兩位姐妹去巴拿馬短宣一週，也請我提供角

聲休士頓分會社區關懷的相片，她們在巴拿馬當地

教會有介紹角聲休士頓分會數張相片，感謝神，感

動她決定申請去紐約角聲宣教士學院裝備，也高興

她被錄取。

Mona姊妹與潘師母合照

 目前在紐約作角聲癌症事工的Vivian 危楚菱姐

妹也是西南華人浸信會教友，自西南浸信會神學院

音樂系畢業後，看號角月報，打電話問我有關想申

請加入角聲音樂事工暨角聲機構情形，我也鼓勵她

考慮加入角聲行列，她也做角聲同工快10年吧！求

主興起更多合神心意的工人，來收割莊稼，領人歸

向基督。

◎口腔黏膜囊腫

三周前筆者發現左邊口腔黏膜內有一粒如黃豆

大小鼓起，不痛。聖誕夜上午我去看牙科醫師說是

口腔黏膜囊腫。因逢聖誕假日，故沒法約看我的牙

醫師陳志堅。下午發現黏膜囊腫潰瘍病菌穿入我左

邊臉部嘴角附近的皮膚有紅腫硬塊。晚8pm去看徐

中醫師扎針灸，用漱口水與鹽水刷牙。我試用Amy
姐妹昨天帶給我她自己培養作的的益生菌膜，塗在

口腔內黏膜囊腫潰瘍處，塗在臉部外面左邊紅腫硬

塊處。

聖誕節起床後，看紅腫硬塊有消腫些，也再噴

上Tina 姐妹送給我的黃金液體一瓶（消炎，增強免

疫力，是醫生們研發30多年產品，近年在網購可買

到。）

12-26-19(週四)
今天中午去給牙醫師陳志堅看。醫師要我用消

炎藥軟膏與吃抗生素。

12-28-19(週六)
上午我去見Judy  (華裔)，她愛心給我許多保健

品吃，補充Vitamin C，增強免疫力的中草藥餐包，

石榴餐包，黑咖啡等，感謝Judy又去何處覓買午餐

飯盒和台式碗粿3個，八寶粥給我和周牧師師母享

感謝主，我們昂然踏入二零二零年了，今天是
元月五日，興奮地與恩浸人一同敬拜主，齊步向未
來與主同步行，踏入新里程。

人生猶如撰寫一部傳記，一章一章地寫去，從
出生～童年～少年～青年～壯年～老年；只可惜的
寫過的、過去的，無法重寫，因爲過去的時日無法
再回來。

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有相異，但卻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人生何等短暫，轉眼成空。

恩浸人啊！在前幾天，當你送別二零一九年，
迎接二零二零年時，有否立下志願，如保羅在林後 
5: 9 説：「 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我在
迎接二零二零年時獻上以下的禱告：

仁慈的天父上帝，
我來到禰的面前，
向禰呼求仰望禱告，
禰已爲我作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就是藉著禰獨生愛子的寶血，
使我重新回歸成爲禰的兒女，
可以一生一世住在禰的聖殿中，
瞻仰禰的榮美。

享受與禰相交的甘甜，
享受禰的同在。
主啊！
當我憂愁時，禰是我的安慰者；
當我孤獨時，禰是我的傾聽者；
當我迷失時，禰是我的導航者；
當我無力時，禰是我的幫助者，
禰的慈愛永遠長存，禰的應許永不改變。
主啊，求禰使用我、
差遣我、使我
成爲禰福音的使者，
成爲禰信息的出口，
帶領我一生仰望禰，
一生尋求禰，

一生敬畏禰，
一生追隨禰，
願主賜福，幫助我，
使我成爲禰美好的見證，成爲禰榮耀的器皿。
謝謝主聽我的禱告，
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恩浸人，你也可以這樣禱告嗎？主耶穌愛你，
我也如此愛你！

   街友與我
          周劉美
  

每到天寒，心疼那些街友住在路邊，當我坐在
車内往外看看他們的衣服保暖够不够？ 吃得如
何 ? 我們是否能為他們做什麼事？

住在中國城百利大道公寓這裡，白天看不到幾
個無家可歸，到了夜晚，偶爾會發現幾位，有時候
他們會向我們要點食物，或水，或幾塊錢，或保暖
的衣服，也會要求被子，两三天之後就不踪影。

 
有些時候這些打工的外鄉人失去工作，暫時成

為流浪漢，在我們這社區，住不起房子就在公寓旁
邊，車庫旁邊，或在人行道睡了起来。

2018 年集中邀請這些流浪漢來參加聖誕聚餐讓他們能
够飽食一餐，剩下了一些食物也鼓勵他們帶回去，當第二
天的早餐吃。華人在社區辦活動接待外鄉人。 這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的需要很多，有些時候我們會有力不
從心。

2019 年聖誕節再次邀請附近鄰居和流浪漢一同高唱普
天同慶，慶祝耶稣的降生，也請陳國安牧師英語分享耶稣
降生，也讓流浪漢來禱告。

今年不同於去年，特别去買了六張白色的桌子蓋上漂亮
的紫色桌布。當晚顯得非常的温馨，如同坐在高級餐館室
外享受美食，當大家正在歡樂享用聖誕餐會時，來了一位
流浪漢拿到食物，立刻跪在場地中向天舉頭祝謝，當場來
賓非常驚訝，因為從未見過這樣的感恩景象，大家非常受
感動，有人甚至說，我們連吃都不記得要向這位創造食物
的上帝献上感謝，這位陌生的流浪漢得到這一盤食物却這
樣的情詞迫切流淚感謝 .........。

（註 : 作者周劉美師母是休士頓迎主教會）

迎主教會周武籐牧師近日騎單車送號角月報

用，Judy剛決志信主，也在和周師母學習聖經，準備在復

活節受洗。

感 謝 徐 中 醫 師 幫 助 我 免 費 針 灸 兩 次 ， 感 謝

Amy,Tina,Judy姐妹們給我營養保健品，Cindy介紹我用李

斯得靈漱口水(殺菌)，一日三次。讓我受苦多日的口腔黏

膜囊腫潰瘍(俗話說是上火了)漸痊癒，求主記念大家的愛

心；也感謝周牧師師母提供粥、水果給我，周牧師幫忙我

用大菜刀切開新鮮泰國椰子，使我三天中陸續喝下8個椰

子汁與吃椰子肉(消體內火)，口腔黏膜潰瘍用消炎藥軟膏

與吃抗生素，用冰敷，大量喝水，多休息，吃清淡食物，

總算控制病情，消腫，不再疼痛，10天康復了。感謝天父

憐憫醫治我。讚美神，祂的慈愛永遠常存。

◎友人新年祝福

(1)師母、上帝祝福你2020年更健康，喜樂，為主使
用。美秀

(2)潘師母，感謝您在休士頓社區一直忠心事奉，社區
有你，真是蒙福。

祝你新的一年滿有上帝的恩典。郭美德傳道
(3)祝潘師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主恩滿溢。永遠笑

口常開。陳(梅遜儀)媽媽
(4)祝師母新年快樂，主恩滿溢！黃明鎮牧師師母
(5)新年快樂！親愛的師母    許琛 
  

 爲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
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篇 65篇11節

牧靈心語   梁德舜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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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涕、無法自拔。可是要知道，世間

上還有比我們更難過、更苦惱的人。

這一場離別只是其中之一的苦，往後

所要面對的苦還有很多。想一想，當

自己死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希望周圍

的人感覺非常難過呢？往正面的方向

去想就會減少很多傷痛，漸而脫離痛

苦。

或許有人問：自己親人往生時，

可不可以哭？要知道哭是身體的正常

反應。當身體撞到東西太痛時，人自

然就會哭。或當心裡無法承受重大的

壓力時，人會以哭或大喊叫來釋放內

心的壓力。至於親人往生的哭泣，也

可說是生理的自然反應。可是，要清

楚知道哭泣的原因。《清珠集》卷1

有非常好的一句話：「我見他人死，

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到

我。」（卍續藏62，487c11-12）當

看到親人或別人往生的時候，心裡非

常傷心難過。這種傷心難過的心，不

是因為親人死去的原故，而是因為想

到不久之後將要輪到自己。所以，每

當遇見親人往生，哭泣的動機應該要

像以上所說的，哭是因為想到自己也

同樣會死去。

身苦但心不苦

然而，雖說八苦是生命的性質，

人並不一定要產生苦的感受，如《雜

阿含經》卷17（470經）說到：「譬

如士夫被一毒箭，不被第二毒箭，當

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身受，不生

心受。」（大正2，120a25-27）經中

常提到在生活中，變化無常之苦是難

以避免的，而且是必然如此的，這猶

如被一支有毒的箭射到。可是，被第

一支毒箭射到之後，我們要預防不要

被第二支毒箭射到。這是說八苦是第

一支毒箭，人人無法避免。我們能夠

做到的是在八苦的來臨時，不要苦上

加苦，不要起貪、瞋、癡，所謂身苦

而心不苦。

舉個例子來說明。怨憎會苦是身

苦，如《中阿含經》〈31舍梨子相

應品〉《11分別聖諦經》說：「怨

憎會者，謂眾生實有內六處，不愛

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同

會一，有攝、和、習，共合為苦，如

是外處，更樂、覺、想、思、愛、亦

復如是。」（大正1，468a14-17）。

與己不合的人在一起時，其實是內六

根—眼、耳、鼻、舌、身、意，遇到

不合意境而產生不可意觸。這時候，

只要能夠如理思惟，知道這段在一起

的時間很快就會過去，而且人都會有

缺點和優點，為何不專注於其人之優

點呢！這樣子去思考，不讓瞋心生

起，就不被第二支毒箭射到，不會

再產生苦受而造成惡性循環。所以，

人是無法選擇和控制八苦，可是有辦

法選擇活得快樂、放下執著、正念思

惟。

從苦修成智

面對生命中的變化，佛教的方法

是要從「念」下手。時時保持正確

的念頭，清楚知道人的性質是無常，

因無常故苦。有正確的念頭，進而改

變「想」法，意即知道事實再也無法

改變、無法回頭、無法重來，人就要

轉，心也要轉。生意失敗，與其傷心

無盡意

前言

白居易的〈長恨歌〉云：「上窮

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人

生只能往前流，無法回頭轉。前面的

路途茫茫一片，而過去的人生充滿悔

恨。當現今生活條件充足時，人不想

生命中有任何變化。可是，當人回頭

看自己的往事時，卻想要改變過去。

往前欲不變、退後欲改變，都是無法

在現實人生中實現的夢幻。人，也因

此一輩子要扛起難以形容的苦惱。

生命的性質是苦。這是佛陀在兩

千五百年前為五比丘的第一個開示，

如《佛說轉法輪經》云：「何謂為

苦？謂生老苦、病苦，憂、悲、惱

苦，怨憎會苦，所愛別苦，求不得

苦，要從五陰受盛為苦。」（大正2

，503b23-25）之所以說生命是苦，

因為它變化無常。人一生的苦，

不出於三方面的苦，對身心所引起

的—生、老、病、死，對社會所引起

的—怨憎會、愛別離，和對外物所引

起的—求不得。這些苦皆是五蘊身心

（生命）所引起。生命中的變化球，

無論是工作的挫敗、婚姻的狀況、身

體的罹病、親人的死亡等，原因都不

外乎以上八苦。或許，最難過的是當

自己將要死亡，或是當自己親人永遠

離別世間的時候。無論小孩或成人，

同樣會有苦。即使是小孩，也會有愛

別離、怨憎會、和求不得苦，成人則

更接近老、病、死之苦。以下提供幾

個方法面對生命中的變化球。

迦沙喬達彌的故事

現舉個在佛陀時代所發生的個案

為例。在南傳《法句經》第114偈的

註釋書提到一位婦女叫「迦沙喬達

彌」（Kisagotami）的故事。迦沙

喬達彌是一位非常有錢又漂亮的婦

女，她後來跟一位富翁結婚，不久之

後生下一個男孩子。不幸她的兒子生

下不久就死掉，十分傷心的迦沙喬達

彌，無法接受事實，到處尋找解救兒

子的藥方。路途中，有一人勸她去找

佛陀。於是，她來到佛面前求救兒子

的藥方。佛陀叫她去找從來沒有親人

死過的家裡取芥子，若找到的話，佛

將會讓兒子復活起來。於是，她開始

尋找，經過一家又一家去詢問。每個

人都很想幫她，可是他們的家裡都有

親人死過。迦沙喬達彌終於體會到，

她不是唯一的人失去最愛的兒子，每

個人也同樣都曾經跟自己最愛的人離

別。之後，她把兒子的屍體埋在森林

裡，回到佛陀面前請求出家成為比丘

尼。

以上的故事，顯然是因親人死亡

所產生的苦，也就是愛別離苦。當

我們最愛的人死亡時，難免會痛哭

難過，倒不如想辦法創造新事業。失

去權利，與其爭權奪利，倒不如以一

般身份去服務、付出、回饋社會。總

之，不可意的變化來臨已夠苦，何必

再求它不變？倒不如放下它，把心轉

到更有意義的事情。從正念到轉變想

法的過程，最後會產生處理事情的「

智」慧。若以後再面對同樣的事情，

自己就有能力解決，並且可以教他人

從苦惱中脫離出來。所以，歸納從苦

修成智的方法如下：

變化無常「苦」侵入和洽安寧的

生命 →保持正確的「念」頭，知道

生命的性質是苦→轉變「想」法→得

到如同抗體的「智」慧。

換句話說，在十二緣起中的根、

境、識三者的和合而生起觸的情況

之下，對於不合意的境界，就會產生

不可意觸，或說「無明相應觸」，因

而生起苦受。所以需要智慧的觀照，

透過正念、轉變想法而引起智慧，以

「明相應觸」，制止不可意觸生起苦

受，跳出變化苦的侵襲。

一切世間不可樂想

另外，《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1序品〉的十想中，有一種叫「

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大正8

，219a11-13）《大智度論》卷23〈1

序品之十想釋論〉的解說是：若想要

世間的財、色、名、食、睡，則會生

起樂想；若知道世間有眾惡罪事，則

心會生起厭離想。我們所居住的欲

界，有兩種惡事，即眾生惡與土地

惡。一、眾生之弊惡：除了以上所說

的八苦，眾生還有煩惱苦，即是貪、

瞋、癡、慢、疑、邪見等。另外，還

有業苦，即是人人所做出來的種種惡

事，如殘害親戚、欺騙他人等。再

者，還有彼此難合苦，這是說到世間

的不圓滿，如有人雖好布施，但缺乏

財產；有人富有財寶，但慳惜貪著，

不肯布施。若有善心柔軟的人，反而

被人家欺負。這些種種的眾生惡，實

在是無一可樂。二、土地之弊惡：我

們住的國家，亦有種種的不圓滿。如

有些國家是偏冷的，有些是偏熱的；

有的國家治安不好，有的國家常年都

在飢渴，有的國家有很多疾病，有的

國家都在戰爭。這些土地之弊惡，顯

出國土是找不到快樂之處。總之，當

自己接到變化球時，勿以為自己失去

了快樂，應該要知道眾生、國土有如

是種種之惡，思惟世間的一切本來就

不可樂的。所遇到的變化，只不過是

從某種苦變化成另外一種苦。

總結

總而言之，生命就像乘坐摩天輪

一樣。有時候在下，有時候在上。

低落時會有往上爬的一天；高高在上

時會有往下滑的一天。無論低落或高

上時，都會輪轉，都在變化之中。在

事情未發生前，應該先打預防針，抱

著一個心態：遭遇變化球是必然的，

僅是遲早的問題。再者，面對變化球

的當下，可以使用以上種種的方法：

一、透過迦沙喬達彌的故事知道無常

才是正常，常反而不正常。二、世間

的八苦是難免的，可是心裡的苦是可

免的。三、從苦的來臨，生起正確的

念頭，進而轉變想法，把原本的苦轉

成為自己面對未來苦的智慧。四、思

惟世間有眾生惡與土地惡，故無有可

樂之處。以上與大家共勉之。

苦上自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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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生活幸福美滿，也平平順順。女

婿年紀輕輕，就做到跨國公司經

理，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算不算是

好景不常呢？今年初，女婿被診斷

出淋巴腫瘤，全身長滿了水泡，體

重驟降。面對人生突來的困境，女

兒和女婿充滿了驚慌和手足無措，

臉上也頓失笑容。在做化療的期

間，女婿再遭公司資遣。在這樣艱

難的時刻，身為媽媽的我，特別想

跟女兒女婿說：「孩子們別怕，爸

爸媽媽會陪著你們。首先你們都要

堅強起來把家撐住，你們可不能倒

下，如果你們倒下了，那麼你們多

年辛苦經營的家不就垮了。按照媽

媽的想法，我們日子照樣過，該吃

飯就吃飯，該睡覺就睡覺，孩子該

打球的就打球，該拉琴的就拉琴。

該看醫生就看醫生，身體難受就多

休息。看見女婿體力好一點時，會

出去騎腳踏車，也跑出去和朋友聚

會，非常開心。最重要的是，我們

專注地把每一天過好，不論是生命

中的順境或是逆境。」

日子又回到了往常，家也慢慢恢

復到正軌。我們不知道往後的發展，

在無常的法則下，與其擔心未來，不

如活在當下。我的孩子們，你們是媽

媽的心肝寶貝，也是媽媽的驕傲。媽

媽為你們的勇敢點讚加油！

慈修

心肝寶貝

我的爸爸是軍人，所以我們算

是家境清寒。我記得爸爸給我買的

第一個禮物是一部藍色的小汽車，

我的手指頭被門砸到，爸爸帶我去

空軍醫院拔指甲，爸爸說我好乖好

勇敢，回家的路上就給我買了一部

小汽車。可是我是女孩子，我不玩

小汽車，我玩娃娃，後來那部藍色

的小汽車下落不明，我卻合理地懷

疑，我爸把女兒當兒子養。

一九九三年爸爸被診斷為末期

肺癌，我有休假時，都飛回台灣陪

伴病重的父親。有一天爸爸說要帶

我去菜市場吃冰，我知道他身體孱

弱，可是要順從他的心意，好不容

易下了樓來，招部計程車直駛市

場，進入市場沒兩分鐘爸就走不

動了，我和二姊一人一邊攙扶著

爸爸，再叫部計程車打道回府。在

樓梯間爸對我說：「我對不起你媽

媽，但是我以你們五個孩子為傲」

。那時我剛離婚沒多久，自己帶著

女兒，爸對我說：「你肯吃苦，你

可以的，爸爸對你有信心。」這是

我們父女最後的對話，也是我爸對

我最終的牽掛，我永遠都是爸爸的

心肝寶貝。

我和親愛的女兒相依為命，一

轉眼女兒也三十九歲了，已經是兩

個孩子的媽媽。女兒女婿一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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