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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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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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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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本周三舉行新聞發佈會
宣佈2月26日為德克薩斯州的“捐贈日 “

（本報訊）華商經貿聯誼會將於3月7日(星期六)下午1點半
至4點半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年度首次活動 – [貿易戰論壇 -
貿易戰對華商經貿和消費者的影響]

美中貿易戰自從2018年以來對在美國的華商衝擊和影響很
大,尤其是2019年更為顯着,加上2020年初製造商因受新型冠狀病
毒影響而延遲復工拖延供應鏈,如何順勢而為轉危機為生機,多元
性佈局將是大勢所趨. 因此,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將舉辦貿易戰
論壇, 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多層面探討貿易戰對華商經貿和
我們消費者的影響.

引言人: 方台生
主講人:
學術界: 首先請3位教授對美中貿易戰做研究並分析貿易戰

在全美政治、經濟、金融、和貿易的影響, 讓參加者對貿易戰有
基本了解和共同認知.

Ø 貿易- 翁傑中教授,美國聖湯瑪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t. Thom-
as) 商學院院長

Ø 政治- 葉耀元教授,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兼台灣與東亞研究計畫副執行人

Ø 經濟金融- 陳建賓教授, 休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
政府單位:請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們來講臺灣

給臺商回流投資所做的策略和方案,美中在高科技領域之差距,以
及美中持續熱戰臺灣所扮演的角色和經濟戰略.

Ø 經濟- 徐炳勳組長, 經文處經濟組
Ø 科技- 李君浩組長, 經文處科技組
工商醫療產業:請工商醫療產業不同領域臺商來講貿易戰對

他們實質的影響,並分享他們的解決策略和方案及資金流動, 以及
在2020年應有的認知、前進的策略和方法。

Ø 休閒娛樂- 連鍾琦董事長, 美國運動器材公司 (USA

Sports, Inc.)
Ø 工業- 楊崇肯副總裁, 亞洲化學 (Asia Chemical Corp., Inc.)
Ø 醫療生技- 施惠德醫師,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Ø 金流保險- 楊明耕,Evergreen Insurance Agency 總裁 &

Golden Bank副董事長
Ø 旅館餐飲- 嚴杰,旅館業主
消費者 - 綜合座談與問答. 參加者針對貿易戰或以上主講人

話題提出問題或分享他們的意見想法,小組討論和問答, 同時也討
論貿易戰對我們消費者的影響.
此貿易戰論壇的目的是給大家對貿易戰有基本的了解和認知,減
少貿易戰對華商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並希望經由積極的研討為
華商在新的一年開創實用的經商模式或供應鏈,分享產物鏈重新
洗牌後華商的新機遇以及消費者之分享經濟.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也請廣泛傳給年青專業或創業人士！

貿易戰論壇 - 貿易戰對華商經貿和消費者的影響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
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於
3月26日（本周三 ）中午，在
Legacy Community Health
Southwest Clinic 舉行新聞發佈
會，倡導在德克薩斯州的捐贈
血液，骨骼和器官。Life gift,墨
西哥灣沿岸地區血液中心，遺
留社區衞生，希望診所，以及
最近接受腎臟手術的參議員
Borris Miles 都出席會議，以慶
祝在德克薩斯州舉行的首屆年
度血液，骨髓和器官捐贈日。
在第86屆立法會議期間，吳元
之州議員通過了HCR42, 指定2
月26日為德克薩斯州的” 捐贈

日 “。吳元之議員在發佈會上
與捐贈者和受助人的家人一起
分享捐贈者的故事，並討論增
加捐贈的共同使命如何幫助挽
救生命。

吳元之州議員首先致詞，
介紹合作夥伴，他感謝西南多
服務中心提供停車位，感謝
Legacy 和Hope Clinic 舉辦活動
。及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液中
心（血液），Be The Match (骨
髓 ），Life Gift (器官 ），Reiss
家 族 ， 美 國 紅 十 字 會 ， ”
Shout Out “ - 他們今天在達
拉斯舉辦捐助者日活動，美國
紅十字會代表：Jackie Darke 及

美國參議員Borris Miles。
當天在發佈會上作簡短致

詞 的 有 Legacy 代 表 ： OB/
GYN 醫療主任：Wendi Mon-
thy 醫生演講，參議員 Miles 演
講，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液中
心（血液）和 Be The Match(骨
髓）二者代表：運營副總裁
Theresa Pina, 捐 血 者 Charlie
Heinstchel , LifeGift 演講：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 Kevin Meyer 及
Reiss 家族演講：Joshua Reiss,
Anh Reiss 醫生的丈夫,他們在致
詞中強調器官捐贈的重要。不
僅僅是捐血，骨髓和器官捐贈
更尤為重要。

州代表吳元之在致閉幕詞
後並贈送 HCR 42 簽字並蓋的
副本給- Legacy, HOPE, Life-
Gift,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液中
心，Be The Match, 美國紅十字
會等單位的代表。

出席這項活動的 「希望診
所 」的代表陳相君女士在大會
上表示：我們亞美人作這種捐
助的人太少了。有非常多需要
的病人，而亞美人很少登記。
她代表 「希望診所」鼓勵大家
在必要時捐出生命最需要的血
液，肝臟，腎臟給需要的人，
以延續人類的生命。

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將於3月底赴美看望校友並舉辦 「清華座談會」
（本報訊）春暖花開，國立清華

大學賀陳弘校長偕副研發長通訊所洪
樂文教授將於2020年3月底赴美，看
為學校攬才，並看望校友，行程包括
休士頓、波士頓、芝加哥及西雅圖等
地，歡迎校友前來齊聚一堂，談談天
，敘敘舊。

國立清華大學除了長期以來理工
人才的需求外，新增的教育學院、藝
術學院，以及未來的政經學院及醫院
、醫學系都需要人才的加入，歡迎將
畢業或剛畢業，以及學有所成，有意
願返回清華服務的學者，不限領域，

不限學校前來參加 「清華座談會」。
休士頓清華校友相見歡
時間：2020年3月29日（日）12:

00-14:00
地點：休士頓僑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休士頓清華座談會
時間：2020年3月29日（日）14:

00-17:00
地點：休士頓僑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主辦校友：物理 69 黃初平會長

chupinghuang@yahoo.com

波士頓清華校友相見歡
時間：2020年3月30日（一）19:

00-21:00
地點：Mulan Waltham, 835 Main

St, Waltham, MA 02451 https://mulan-
taiwanwaltham.com/

波士頓清華座談會
時間：2020年3月31日（二）14:

00-17:00
地 點 ： MIT Building 24(?), 60

Vassar St Cambridge, MA 02139
主辦校友：核工 79 周萬欽校友

wanchinc@hotmail.com

芝加哥清華校友相見歡
時間：2020 年 4 月 1 日（三）19:

00-21:00
地 點 ： Yu&#39;s Mandarin, 200

E. Golf Rd. Schaumberg, Il 60173
芝加哥清華座談會
時間：2020 年 4 月 2 日（四）19:

00-21:00
地點：僑教中心: 55 E. 63rd St.

Westmont, IL 60559
主辦校友：數學 77 蔡戊田會長

swttsai@gmail.com
西雅圖清華校友相見歡

時間：2020 年 4 月 4 日（六）12:
00-14:00

地點：
西雅圖清華座談會
時間：2020 年 4 月 4 日（六）14:

00-17:00
地點：
主辦校友：工科 02B,04G 葛禹志

會長 yko731@gmail.com
校 方 聯 絡 人 ： 曾 美 惠 mht-

seng@mx.nthu.edu.tw
886-3-5731247

圖為州議員吳元之圖為州議員吳元之（（左三左三））贈送贈送 HCRHCR4242簽字並蓋章的副本給簽字並蓋章的副本給：：LegLeg--
acyacy，， HOPEHOPE，， LiLi分分GiftGift，，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液中心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液中心，，BeTheMatchBeTheMatch
，， 美國紅十字會的代表們美國紅十字會的代表們。（。（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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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莫斯科，，由藝術家由藝術家Alexey SergienkoAlexey Sergienko用百萬美元紙鈔打造的用百萬美元紙鈔打造的

椅子椅子，，在當代藝術博覽會上展出在當代藝術博覽會上展出。。參觀者可以有機會親身體驗壹下參觀者可以有機會親身體驗壹下，，
““坐擁坐擁””百萬美元的感受百萬美元的感受。。據悉據悉，，這個名為這個名為““XX1010 Money ThroneMoney Throne””的的
椅子裝置藝術椅子裝置藝術，，是由厚約是由厚約66厘米的防彈玻璃打造的厘米的防彈玻璃打造的，，其中塞滿了由富豪其中塞滿了由富豪
裏巴科夫所提供的美元現鈔裏巴科夫所提供的美元現鈔，，價值百萬價值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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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身份盜用？
身份盜用是一種嚴重的犯罪。它可能會破壞您

的財務狀況，信用記錄和信譽，並且需要時間，
金錢和耐心來解決。當有人竊取您的個人信息並
在未經您允許的情況下使用它時，就會發生身份
盜用

身份竊賊可能：
仔細檢查垃圾桶和垃圾箱，竊取包含敏感信息

的賬單和文件。
為企業，醫療機構或政府機構工作，並竊取工

作中的個人信息。
濫用合法公司的名稱，然後撥打或發送電子郵

件，誘使您洩露個人信息。
假裝提供工作，貸款或公寓，並要求您發送個

人信息以“取得資格”。
偷走您的錢包，錢包，背包或郵件，然後刪除

您的信用卡，駕照，護照，健康保險卡以及其他
顯示個人信息的物品。

如何保護您的信息
閱讀您的信用報告。您有權每12個月從三家

全國信用報告公司中獲得一份免費信用報告。一
次訂購全部三份報告，或每四個月訂購一份報告
。要訂購，請訪問Annualcreditreport.com或致電
1-877-322-8228。

閱讀您的銀行，信用卡和帳戶對帳單，以及您
的健康計劃中的醫療福利說明。如果聲明有任何
錯誤或未按時發布，請與公司聯繫。

丟棄所有顯示個人，財務和醫療信息的文檔，
然後再丟棄它們。

不要回复要求提供個人信息的電子郵件，短信
和電話消息。合法的公司不會以這種方式要求信
息。刪除訊息

創建包含字母，數字和特殊字符的密碼。請勿
將同一密碼用於多個帳戶。

如果您在線購物或銀行，請使用通過加密保護
您的財務信息的網站。加密站點的網址開頭帶有
“ https”；“ s”是安全的。

如果您使用公共無線網絡，請勿將信息發送到
任何未完全加密的網站。

在計算機上使用防病毒和防間諜軟件以及防火
牆。

將計算機的操作系統，Web瀏覽器和安全系
統設置為自動更新。

如果您的身份被盜
標記您的信用報告

致電全國范圍內的信用報告公司之一，並要求
對信用報告進行欺詐警報。您致電的公司必須與
其他兩家公司聯繫，以便他們可以在您的文件上

放置欺詐警報。初始欺詐警報的有效期為90天。
Equifax 1-800-525-6285
益百利1-888-397-3742
TransUnion 1-800-680-7289
訂購您的信用報告
每個公司關於您的信用報告略有不同，因此請

從每個公司訂購報告。訂購時，您必須回答一些
問題以證明您的身份。仔細閱讀報告以查看信息
是否正確。如果您發現錯誤或欺詐跡象，請與信
用報告公司聯繫。

創建身份盜用報告
身份盜竊報告可以幫助您從信用報告中刪除欺

詐信息，阻止公司收取因身份盜竊而引起的債務
，並獲取有關以您的名義開設的小偷帳戶的信息
。要創建身份盜用報告：

通過ftc.gov/complaint或1-877-438-4338向
FTC投訴; TTY：1-866-653-4261。您完成的投
訴稱為FTC宣誓書。

將FTC宣誓書交給當地警察或發生盜竊的警
察，並提交警察報告。獲取警察報告的副本。
這兩個文件包括身份盜用報告

身份盜竊的紅旗
您的銀行，信用卡或其他帳戶對帳單上的錯誤
錯誤解釋您的健康計劃中的醫療福利

您的常規帳單和帳戶對帳單未按時到達
您從未收到的產品或服務的賬單或收款通知
收債員就不屬於您的債務打電話
國稅局的通知，有人使用了您的社會保險號
以未成年子女的名義發送有關帳戶或工作的郵

件，電子郵件或電話
信用報告上的無用催收通知
企業拒絕您的支票
您因貸款或工作而被拒絕

師大附中校友會師大附中校友會 大年初一召開大會大年初一召開大會

科技部將於 2020 年7月6日至8月26日
舉辦全球青年暑期營(團訓一週+

實驗室研習6周+期末成果發表會)，由
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GASE)負責執行，
相關內容如附檔，簡要說明如下：

1. 參與對象：非中華民國國籍青年(研
究生或技職院校3年級以上)。

2. 預定人數：70名。
3. 研習領域：限定 「環境綠能科
技」 及 「人工智慧」 。
4. 申請方式：所有申請人均需依
招募簡章Flyer所示申請網址(http://
gasesummer.most.ntu.edu.
tw )，
於線上完成申請，招募簡章
詳見附檔。受理期間至2020
年3月15日。
5. 選定方式：分兩類
(1) 無科技組推薦者需經國
內審查。

(2) 科技組推薦者，由駐組予以審核
資格，並由駐組提供英文推薦函 (格式
不拘，有組長簽名)供學員於線上申請
時掃描上傳，經駐組所薦送者將優先
選定。

6. 實驗室研習：由學員自GASE所規
劃之一流指導業師列表中選擇授業教授，每
位業師實驗室最多收2位學員。

7. 科技部部補助學員：進入實驗室之
定額費用(含18%稅，供住宿及零用雜支)。

20202020 全球青年暑期營全球青年暑期營
Summer ProgramSummer Program

美南銀行提醒大家一旦身份被盜竊該知道些什麼美南銀行提醒大家一旦身份被盜竊該知道些什麼？？

傅德瑞傅德瑞22月月77日應邀出席福斯日應邀出席福斯2626頻道頻道
拍攝電視節目拍攝電視節目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摺紙專家和姐姐傅曉薇在福斯摺紙專家和姐姐傅曉薇在福斯
電視台合影電視台合影..

福斯新聞電視台福斯新聞電視台Rashi VatsRashi Vats邀請摺邀請摺
紙專家傅德瑞上新聞節目倆人合影紙專家傅德瑞上新聞節目倆人合影..

摺紙藝術家傅德瑞在準備摺紙作品摺紙藝術家傅德瑞在準備摺紙作品.. 摺紙專家傅德瑞教主播如何摺摺紙專家傅德瑞教主播如何摺
中國摺紙老鼠中國摺紙老鼠..

摺紙專家和拍攝記錄片主持人摺紙專家和拍攝記錄片主持人Matthew CurranMatthew Curran 在福斯電視台合影在福斯電視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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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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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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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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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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MLS鐳射治療

儀，無痛、快速、有效！MLS鐳射治療儀是四級
雷射，非一般巿面上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
是雷射，但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雷射
專利技術領先業界20年，是唯一不會燙的四級
雷射，快速安全有效！經過FDA認可，對於治療
急性及慢性肌腱損傷、挫傷、血腫(瘀青)、退行
性關節病變以及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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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做牽引治療和MLS鐳射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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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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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 購買或租賃的2020新車將享
有長達三年或是36,000哩的免費保養
服務

作為承諾為客戶提供更好服務的
另一個例子，北美現代汽車現為購買
或租賃2020全新車系的顧客提供免費
保養服務。該保養服務長達三年或是
36,000哩（兩者以先到達之項目計算
），包含按標準間隔時程更換機油與
機油濾芯和定期對調輪胎。

北美現代汽車首席客戶官Barry
Ratzlaff表示： 「現代汽車一直以來都
是一家聆聽客戶需求的公司，並致力
於提供能以最大程度提高價值並簡化
生活的產品和服務。在全美最佳保固
計劃的堅實基礎上，現代汽車免費保
養服務可協助經銷商確保車主享有安
全感。這些計劃，加上為期五年的路
邊緊急救援服務以及為期三年的Blue
Link服務，能夠讓車主們感到賓至如

歸。一旦他們加入現代
大家庭，就會得到細心
照顧。」

在 2020 年 2 月 1日
或之後購買2020全新車
系的顧客即可享受買免
費保養服務。每輛汽車
的用戶手冊中均概述了

定期更換機油和輪胎的情況。這些服
務包括：

• 按標準間隔時程更換機油與
機油濾芯

• 對調輪胎服務
更多關於Blue Link提供服務的詳

情 請 見 www.hyundai3yearmainte-
nance.com。

現代汽車免費保養服務是現代汽
車保固計劃的最新內容，承諾為買家
和車主創造更好的的體驗。現代保固
計劃由車主保固（現涵蓋免費保養計
劃）和買家保固計劃組成，共同為消
費者提供簡化購買流程和改善購買服
務體驗的多種方式。

車主保固計劃
• 全美最佳保固計劃：10年或

是100,000哩的動力系統有限保固、5
年或是60,000哩新車有限保固，和7

年銹蝕穿孔保固
• 免費保養計劃：3年或是36,

000哩的更換機油對調輪胎服務
• 路邊緊急救援：5年的24小時路
邊緊急救援服務

• Blue Link: 3年免費Blue Link
現代安心連結服務，包括提供緊急救
援和車輛保養及診斷提示的Connect-
ed Care服務。

• 車輛保固計劃：現代汽車對
消費者的一系列承諾，包括便捷的預
約服務、經工廠培訓的技術人員、免
費的多點檢查、對推薦服務的明確說
明，以及對所有已完成工作的總結以
及對客戶時間的尊重。

買家保固計劃
• 透明價格：參與的現代經銷商事
先就會在網上刊載庫存新車的市場價
（MSRP減去經銷商提供的任意折扣
），可讓買家預先獲知車輛的透明價
格。這樣能節省買家講價的時間，並
且可消除因廣為宣傳的優惠沒有刊登
在經銷商官網上而導致的失意感。

• 靈 活 試 車 ： 買 家 可 經 由
Hyundai Drive平臺對任何新車進行試
駕。買家可在該平臺通過網上預約、
致電，或使用定制APP（只適用於特

定市場）的方式聯系經銷商。選定的
試駕車輛可以送至買家自行選擇的地
點，例如住宅、辦公室，或咖啡廳。

• 精簡購車：買家可在訪問經
銷商前上網完成大部分文件，節省處
理紙本文件的時間。該服務包括貸款
申請、獲得信貸批準、計算預估付款
，和以舊換新評估。

• 三天換車無後顧之憂：任何
對已購車輛不滿意的顧客可在三天之
內退回車輛並另換新的現代汽車。該
條款在經銷商檢查無誤和自購買或租
賃之日起行駛距離不足300哩的情況
下有效。該服務可使買家購車時無後
顧之憂。請至www.hyundaiusa.com/
shopperassurance查看關於兌換政策
的完整條件和條款。

現代汽車對於創新的客戶服務內
容和品質擁有悠久的
歷史，例如全美最佳
保固計劃、經濟衰退
時期的失業保護計劃
、以舊換新的價值擔
保、買家保固等。這
些項目都詮釋出現代
致力於為客戶提供更
好服務的精神。

北美現代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旨在藉由銷售的每

一台車，為客戶提供設計、工程，以
及價值上的卓越體驗。現代富有尖端
科技的房車、休旅車，以及替代能源
車款皆具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
是我們讓顧客放心的承諾。現代汽車
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三十間經銷商
銷售，並且大部分藉由在美國本土的
工廠製造，像是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
代汽車製造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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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至 www.HyundaiNews.com 查詢更
多北美現代汽車相關新聞
關註北美現代汽車資訊動態Twitter |
YouTube | Facebook | Instagram

現代汽車提供三年新車免費保養服務現代汽車提供三年新車免費保養服務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最新技術最新技術MLSMLS鐳射治療儀無鐳射治療儀無痛痛、、快快速速、、有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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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三月份移民排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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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已經持續半年。現在不確定四月份是否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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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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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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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綠卡，
結婚證，以前的離婚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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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
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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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情況，美

國總統川普2月2日星期日發布了公告，宣布限制
和暫停所有在入境或準備入境前14天內身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移民或非移民類外國人入
境美國，不包括曾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
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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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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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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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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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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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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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美國綠卡申請配偶移民三月份沒有排期美國綠卡申請配偶移民三月份沒有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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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22月月2626 日主持新聞發布會日主持新聞發布會
慶祝德州首屆年度血液慶祝德州首屆年度血液，，骨髓和器官捐贈日骨髓和器官捐贈日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Gene Wu )首先在新聞發布首先在新聞發布
會上致開埸白會上致開埸白，，介紹介紹 「「捐助者日捐助者日」」 起源起源。。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右右），），參議員參議員Borris Miles(Borris Miles(
左左 ））與華裔代表陳相君與華裔代表陳相君（（中中））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左三左三 ））最後贈送最後贈送HCRHCR4242 簽字並蓋章的簽字並蓋章的
副本給副本給：：Legacy, Hope, Life Gift,Legacy, Hope, Life Gift,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
液中心液中心，，Be The Match,Be The Match, 及美國紅十字會的代表及美國紅十字會的代表。。

ReissReiss 家族演講家族演講：：Joshua Reiss, AnhJoshua Reiss, Anh
ReissReiss 醫生的丈夫醫生的丈夫。。

Life GiftLife Gift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Kevin MeyerKevin Meyer
演唱會演講演唱會演講。。

獻血者獻血者Charlie HeinstchelCharlie Heinstchel 致詞致詞。。墨西哥沿岸地區血液中心和墨西哥沿岸地區血液中心和Be The Match (Be The Match (骨骨
髓髓）：）：二者代表二者代表：：運營副總裁運營副總裁 Theresa PinaTheresa Pina

（（右一右一））致詞致詞。。

參議員參議員Sen. MilesSen. Miles 演講演講。。

LegacyLegacy 代表代表：：OB/ GYNOB/ GYN 醫療主任醫療主任：：WendiWendi
MonthyMonthy 醫師醫師（（右右））演講演講。。



BB99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20年2月29日       Saturday, February 29, 2020

在疫情這段時間，很多人都比較害
怕。但是在2020這麼浪漫的年份，待疫
情結束春暖花開，又是一個明媚的春天
；如果萬事開頭難，那麼結局一定要圓
滿。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卻忘了世事
無常。希望四月武漢櫻花爛漫時，它不
再封城，像往年一樣，千千萬萬人在樹
下看櫻花，櫻花在樹上看遍千千萬萬的
人。希望能一起度過難關,暴風雨過後一
定有彩虹,我們將共同面對災難並共同承
受,我們一定會贏得這場戰爭。

雖然我們無法控制生命的長度
，但我們可以掌握生命的寬度，睜開眼
睛，擁抱這世間萬物，溫暖的陽光，凌
烈的寒風，珍惜身邊的人，滾燙的過好
每一天。用心靈點燃生命的燈，用堅強
編織美麗彩虹，伸出溫暖的手，有愛才
會永恆，天佑中華，眾志成城，共渡難
關！願全國同胞早日脫離這困境，願身
邊所有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待到疫
情離去，春花爛漫時，我們攜手投身新
征程。

病毒可以被隔離，但溫暖不會被隔
離，萬眾一心，沒有翻不過的山；心手
相牽，沒有跨不過的坎。此外，在沒有
疫情的休斯頓，我們還是可以放心走動
的。比如我們可以去聽一場陶冶性情的
音樂會。 將會在3月7日下午3點休斯敦
浸會大學莫里斯文化藝術中心舉行。音

樂不是文字和旋律的合作曲，它有更深
刻的一面，使我們獲益匪淺；音樂是熱
情洋溢的自由藝術，展現的是人心的世
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音樂魅力之大
。或許我們也可以去看一場可以強身健
體的武術錦標賽，自3月27日到3月29
日休斯頓有場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中華武術不得不提就是劍舞，那劍越

舞越快，就像一條銀龍繞著武士上下翻
飛，左右盤繞。按劍在手，收斂笑容，
刷地亮開架式，兩隻眼睛像流星般一閃
，眼波隨著手勢，精神抖擻地舞起來。

最後，2020抗疫是一場沒有硝煙的
戰鬥。白衣天使們以生命赴使命，毅然
奔赴火線。醫者仁心，大愛無疆。一線
人員用自己的堅守與無畏，付出與犧牲
，築起護衛生命的長城。讓我們把最美
的祝福問候送給每個英雄！武漢加油！

中國加油！世界加油！
更多行程盡在王朝旅遊,服務專線：
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場隔壁,大
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A-14,Houston TX
77036

一場疫情一場疫情,,讓我們明白讓我們明白::有吃有喝有吃有喝,,就是快樂就是快樂,,
能跑能跳能跑能跳,,就是幸福就是幸福，，健康活著健康活著

「「九霄足療店九霄足療店」」 德州第二家分店德州第二家分店 「「九霄醫療梨園九霄醫療梨園」」
今年今年（（11 月月1616日日））在德州在德州PearlandPearland 正式開業正式開業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九霄足療店 (Cloud 9
Foot Spa)是由彭壽臣先生於2013年在舊金山海邊
城市半月灣 (Half Moon Bay) 創立。彭先生畢業於
德州農工大學商學院(Texas A&M University)。7
年來，九霄連續被評為舊金山海邊城市第一Spa,
超過了海邊高爾夫球場的5星級酒店Ritz Carlton
Spa. 國家地理雜誌作者 Nathaniel Lande 在他的
旅行書 《Ten Best of Everything》大力推薦九霄

按摩。九霄休斯頓醫療中心店於2014年成立, 很
快成為休斯頓居民高度評價的足療店，網評一直
很高。1月16日九霄梨園 (Pearland) 舉行了盛大
開業剪彩典禮，當地商會，商家和居民慕名而來
，熱烈歡迎九霄加入梨園。市長Tom Reid, 市議
員 Adrian Hernendez 和 Woody Owens 分別發來
賀信祝賀。九霄休斯頓地區經理安吉拉布萊克
（Angela Black) 發言時講到九霄以人為本的企業

文化促進了團隊的一流建設和成功，很多員工服
務長達6年之久。九霄以優雅的環境，親民的價格
提供給顧客5星級一樣的服務。休斯頓第一家店在
醫療中心，接待了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慕名而
來的顧客，成為當地居民家庭的喜愛。

九霄醫療中心：
2511 W Holcombe Blvd Ste B, Houston TX

77030

713-730-9999
九霄醫療梨園：

12002 Shadow Creek Pkwy Ste 112, Pearland
TX 77584

281-909-3100, pearland.cloud9spa.us
圖為 「九霄足療店」 東主彭壽臣先生（著西

裝男士 ）在第二家 「九霄醫療梨園」 今年1月16
日，正式開業剪綵當日，與出席佳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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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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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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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在微信

轉發給筆者【六點晨禱】，點開來聽

聽文章內容如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主啊，我願作個順服而蒙福的人，

願你的恩典如春雨澆灌滋潤我。」茲

摘錄2月27日 ﹝ 周四 ﹞《六點晨禱》

如下與讀者共享：

《舊約‧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
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看
哪，聽從勝於獻祭；聽命勝於公羊的
脂油。」

主耶穌，我愛你，感謝你賜我新

的早晨！主啊，我願意奉獻我每早晨

的時間，到你面前來親近你。越親近

祢，心裡越歡喜，因為祢是喜樂的

神，願你賜喜樂給我，作我新鮮活水

的泉源，喚醒我的靈，使我甦醒，歡

唱。阿們，主耶穌，分別我的時間，

只願簡單的與你有直接、新鮮、親密

的接觸，好過晨晨復興，日日得勝的

生活！阿們！

以弗所書一章17-18節「 願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
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
識祂；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
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
基業的榮耀，有何等豐富；阿們！」

主啊，開啟我們的心眼，賜給我智慧

和啟示的靈，使我充分的認識。人的

眼光何等膚淺、短暫、片面，看不見

未來，沒有盼望，求你憐憫我，主

啊，求你給我屬天的眼光，看見你呼

召的目的，看見你對我是何等的豐

富，有你，我必不至於缺乏，阿們！

主啊，我承認自己的禱告太低，常常

都只為日常的需要禱告，也只看見自

己的需要。求你赦免，引導我尋求天

上的事，尋求你的國和你的義，我最

大的需要乃是你自己。主耶穌，訓練

我，使我有高的禱告，過屬天的生

活，阿們！

主耶穌，得著我的這一天，從清

晨到夜晚，求祢看顧我，保護我。祢

的眼目時常注視鑑察我，祢的恩典如

春雨澆灌滋潤我。阿們！聖靈在我裡

面一直的作工，使我在祢面前，學習

謙卑、順服，接受祢膏油的塗抹，阿

們！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 撒母耳
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
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看哪，聽從勝
於獻祭；聽命勝於公羊的脂油。阿
們！」主啊，幫助我作個順服的人，

順從祢的旨意，對祢的旨意說，阿

們。我若信而順從，沒有一個重擔、

沒有一點為難，祢是不願讓我們苦

痛；所有傷心損失、所有厭棄羞恥都

成祝福，阿們！ 
主耶穌，帶我進入祢生命的光

中，與祢甜美交通，每一天與祢同腳

踪行，祢差遣，我就去，祢有要求，我

就答應，阿們！學習在祢面前作個順服

而蒙福的人，阿們！求祢得著我的家，

我的事業，都求祢賜福，阿們！

弟兄姊妹，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還

沒有認識主耶穌，你可以把禱告分享給

他〈她〉，讓他經歷主愛的大能，祝福

你們，有美好的一天，主耶穌愛你，我

也愛你。

2-19(週三)
昨天上午帶小淑去大中華超市辦事

買大蘿蔔，無花果，紅棗等，1:30 pm
在華洋餐廳吃午餐。

2-21(週五)
5:00-6:30pm我和Helen周師母去

Atomy辦公室查聖經《路加福音第6
章》，周師母主領，有Judy,Amy上課，

兩個月前兩位決志願意信主耶穌，復活

節準備要受洗，求主賜福。

晚8:15-11:20pm我去陪伴小淑吃晚

餐，她煮青菜番茄雞蛋靈芝花旗篸湯

喝，我帶何處覓的盒飯，我們彼此交談

分享禱告。

2-22（週六）
上午10:00參加角聲報稅講座。下午

去王朝新世的紀手機店更新手機，也遇

到七位中國來美工作的青年人，我禮讓

他們先買新手機等。我們彼此認識，我

送給領隊老師號角月報與美南日報福音

版。

4:30pm帶何處覓飯盒兩個去周牧師

師母家，我們一起禱告。晚上7:00pm去

看小淑，送去周師母做的皮蛋鮪魚粥一

盒。陪小淑吃晚餐，她剛煮好粉絲、雞

腿、蝦、生蠔、雞蛋、大白菜湯。交談

分享至10:30pm禱告結束。小淑感謝師

母愛心陪她。

●小淑致大姊信

今天主日我去了教堂，和大家一起

做禮拜，這是我有病一來第一次回教

堂，大家都非常熱情為我送來祝福，上

面照片裡，是我有病期間來看望我的部

分弟兄姐妹，下午潘師母又開車帶我去

沃爾瑪買東西，我在潘師母和眾弟兄姐

妹的關懷下很快就會康復的，姐，不要

擔心我，我很好，我活在神的大愛裡，

我很幸福!

  小淑右一與愛心天使們

被造界的奇妙設計                
林修榮

1. 沒有定時的禱告，漸漸就沒有禱告，
所以每天早晚都要定時的禱告。

2. 在禱告上失敗，在什麽事上都不能成
功，忽略禱告，等于失喪屬靈的生命。

3. 在神面前沒有能力，在人面前也沒有
能力，在仇敵面前很難站立。

4. 那些在世上爲神作得更多的人，是那
些早起用膝跪的人。

5. 聖經中有很多禱告的應許，使我們的
禱告絕不至落空或無用。

6. 禱告和生活的情况，不會差的很遠。
禱告如何，生活也如何。

7. 沒有一個不花時間在神面前的人，是
對神有用、對人有益的人。

8. 神能做一切的事，但祂願藉著人的禱
告來成就，使人在其中有份。

9. 禱告是向神訴說神的旨意，不是求神
要照著我們的意思行。

10. 禱告就是向神說出我們對祂的信
靠、順服、敬愛、感謝和贊美。

11. 在禱告中，漸漸地我們說出聖靈的
感動、教訓和啓示，幷聖經中主的話語
來。

12. 我們若忠心地隨從聖靈的引導，就
必進入不住的禱告，使你成爲一個禱告
的人。

13. 越禱告就越有神的愛流到我們的心
裏來，神自己就來與我們同住，向我們
顯現。
14. 一有罪就使禱告受到攔阻，必須認
罪，得到赦免、洗淨，才會恢復交通，

蒙神垂聽。

15. 擔子太重，禱告不得釋放時，可以
感謝贊美，相信神的應許必成就。

16. 不住禱告幷非說個不停，乃心靈一
直和主有交通，幷能常常喜樂，凡事謝
恩。

17. 常常禱告的人，雖然住在罪惡污染
的世界裏，却能蒙主保守，不受到侵害。

18. 禱告能捆綁魔鬼、釋放罪人、醫治
疾病、打開監門、降雨、施行神迹、彰
顯神榮。

19. 禱告能改變外面的事，也能改變人
的內心，使污穢變爲潔淨，軟弱變爲剛
强，黑暗變爲光明。

20. 當你無路可走的時候，仍有一條通
天的道路，當你什麽都不能做的時候，
仍可以求告神。

關於宇宙

宇宙從何而來？聖經多處都給了再
明確不過的答案：「起初，上帝創造天
地。」（創世記 1:1）「創造諸天的耶
和華，製造成全大地的上帝，祂創造堅
定大地，並非使地荒涼，是要給人居
住。祂如此說：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
神。」（以賽亞書 45:18）「天，是耶
和華的天；地，祂卻給了世人。」（詩
篇 115:16）等等。上帝所創造的宇宙實
在奇妙，略舉一些現象：

——宇宙運行。宇宙遵循著一定的
秩序、角度、速度在運行，絲毫不亂，
千年不變。故百年以前，人就可推算出
某星球應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分在某
處顯現或會合。

——地殼厚度。地殼的厚度是適中
的，如果再厚十呎，則空中氧氣皆會被
吸收而形成氧化物，生物將一一被悶
死。

——海洋深度。海洋若加深九呎，
就會把空中的二氧化碳全部吸收，植物
將無法進行光合作用，勢必一一枯死。

——陸地與海洋面積。地球表面三
分陸地，七分海洋，若水的面積太小，
蒸氣上升量不夠，雨量勢必大減，因而
不敷陸地需用。

——大氣層防護。地表之大氣層若
比現在稀薄，每天將有數百萬流星，勢
必如火球般撞擊地球，會燒毀地表。大
氣層的厚度剛好能擋住流星。

——溫度適中。地球與太陽之間的
距離，恰好適合生物生存。距離如太近，
則太陽表面約六千攝氏度之高熱必將地
面烤焦；若稍微拉遠，地面又會全部冰
凍。

——月球位置。月球離地球 23 萬餘
哩，如移近五萬哩，海水因被月球引力
所吸，形成大潮汐，漫過高山，人畜必
被淹死無疑。

——地軸傾斜。南北極地軸與繞日
軌道垂直傾斜 23.5 度，所以一年期間，
產生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適合植物和
農作物的種植、生長、成熟和收割的週
期；而且四季景色變化不同，使人類感
覺舒適。

——奇妙的空氣。空氣內含有約
4/5 的氮氣（Nitrogen），約 1/5 的氧氣
（Oxygen），恰好適合動物和植物的生
存。如果氧氣過多，則動物會中毒，而
且容易引起火燒；如果氧氣過少，則動
物會窒息死亡。動物吸進氧氣，呼出二
氧化碳，植物吸進二氧化碳，放出氧氣，

保持氮氧的平衡，真是奇妙的配合。空
氣圍繞在地球表面，由於地心引力而不
會散失；同時地心引力也不會過大，使
空氣貼進地面，恰巧保持現下的密度。
空氣也有保護地球的作用，隔離太陽和
太空來的輻射線，不致損害地球上的生
命。

——珍貴的水。地球上有 71% 的面
積是水。水不但是構成生命自身的大部
分物質，而且也是維持生命存亡的必需
品。由於溫度的變化，水有三態，就是
冰、水和水蒸氣。蒸氣上升，積聚成雲，
成雨而下降，滋潤生物的生長。水有一
個奇妙的特性，就是溫度在攝氏 0 至 4
度之間時，遇熱收縮，遇冷膨脹。所以
在冬天之初，4 度以上的水遇冷收縮而
降落水底，以保持水面的溫度；而降落
水底的水，當溫度繼續下降到少於 4 至
0 度之間時，反而膨脹升回水面，以致
凝結成冰，以保持下面水的溫度，使水
中生物得以繼續生存。水如果沒有這種
特性，則降落水底的水將在水底結冰，
終致所有生物全結成冰。

關於人體

詩人向上帝感歎說：「我要稱謝祢，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祢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篇 139:14）
的確，人是上帝創造工程中的「極品」，
是按祂的形像造的，是上帝的至愛，人
身體的構造也特別奇妙：

——大腦。重約三磅的大腦，是神
經的總匯，包含三百億個神經細胞，不
斷互相交流、聯繫。一個抓鼻子或抬手
接球的動作，就是幾十億腦細胞在瞬息
間對各種神經接收信號、判斷反應和下
達命令的結果。我們之所以能站起來，
乃是由腦傳遞消息給二百塊肌肉，並在
不可思議的剎那，通力合作、毫無失誤、
毫無瑕疵地彼此牽動配合，而使身體立
起。你的腦子一生能儲藏的各種知識，
相當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裡面約一千萬冊
藏書的 50 倍！

——心臟。心臟重約半磅，每天有
五百加侖的血流經全身，每分鐘七、
八十次的跳動，日夜不停地自動轉送血
液，流過六萬二千哩的血管，相當於環
繞地球兩周半的距離。

——消化器官。人吃下各種食物，
經消化器官的分解及化合，排掉無用廢
物，吸收有用的成分，成為各種營養，
輸送至全身各部位，提供骨骼、指甲、
毛髮、肌肉、眼睛、牙齒等的生長及營
養。這工廠的輸送過程井然有序，吃下
的白飯、綠菜，卻能變成黑 / 金髮、黃
/ 白 / 黑皮膚、紅血液。

——毛髮。毛髮有長短之分，眉毛
長了幾十年，只有四、五公分長，不但
不會妨礙視線，而且可以擋住從額頭流
下來的汗水進入眼中；頭髮卻可長到四、
五呎，擋住炙日曝曬，且保護頭部。眉
毛是為了分流汗水和雨水，不使雨水流
入眼內，故位於眼睛上方而分向兩側。

睫毛是為了防止塵沙異物進入眼內，故
生於上下眼瞼的邊緣，而且以特殊的弧
形彎向前方，這樣就不致妨礙視線，閉
眼時可以上下交連而不致刺向眼球。眉
毛和睫毛如果長得過長就會妨礙視覺，
所以它們永遠不會長得像頭髮和鬍鬚那
樣長。鼻毛是為了過濾呼吸的空氣，所
以生於鼻孔的內面而斜生向外。如果向
內，異物就易進難出了。

——骨頭。骨有軟硬之分，耳骨是
軟的，上下、左右、裡外翻轉容易，洗
耳朵很方便；耳骨若是硬的，側睡必難
受，亦可能壓壞。鼻的位置雖容易受到
碰撞，但因鼻骨是軟的，不易骨折；若
是硬的，不但擤鼻涕很困難，亦容易受
傷。四肢、脊椎的骨骼是硬的，才能支
撐全身，活動方便；若是軟的，勢必站
立不住，不能走路。牙齒若是軟的，怎
能嚼物吃飯？人的骨頭比鋼筋混凝土或
大理石還要堅硬，因為它的壓縮強度比
後兩者都大。秘密在於鈣（鈣實際上是
一種金屬），會和磷與氧化合，成為一
種和混凝土相似的物質。

——鼻子。鼻子每分鐘吸氣 70 次，
晝夜 24 小時，共計吸氣 100,800 次。若
以每次吸氣 500 毫升計算，每天吸入空
氣達 50,400 公升之多。每次吸空氣，須
迅速調解溫度和濕度，空氣中之灰塵也
須濾清。故鼻子除了有嗅覺功用外，還
包括三大機器──溫度調節器、濕度均
衡器、消毒濾清器。若請世上最好的工
程師來設計一架三大機器功能兼備的東
西，至少也要 50 磅重，然而鼻子卻如
此精緻小巧玲瓏。

——眼睛。眼睛的角膜和晶狀體像
照相機的全自動變焦鏡頭可以伸縮自
如；視網膜如相機底片，可以獵取景物；
在眼與腦之間有神經相連。整個器官是
藉著視覺使心靈與外界景物有接觸。

——指頭。你的手指在移動的時
候，究竟靈活和敏捷到怎樣一個程度？
說出來恐怕你不一定相信。當你拾起一
枝鉛筆時，你必須要用兩個手指──一
個大拇指和一個食指（或其他手指）。
別小看這一項細微的動作，只有萬物之
靈的人類才能做到呢！即使像人猿和猩
猩這樣的高等動物，也不能用這樣的方
法去拿任何物體，牠們只能用手抓取而
已。

——皮膚。人的身體平均被重達九
磅的皮膚包著，皮膚在一生當中不斷新
陳代謝，一生中我們有大約一千套新的
皮膚。

這些都是滄海一粟的例子。自然科
學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在不斷向人類提
示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和生命的奇妙，都
是在提示詩人們所感歎的真理：「耶和
華啊，祢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祢用智慧
造成的；遍地滿了祢的豐富。」（詩篇
104:24）「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
定天。」（箴言 3:19）

原載《中信》月刊第 690 期（中
國信徒佈道會）

關于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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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更多醫護人員倒下！
第二批援助物資已送達疫區 
撰文：王偉齡、錢美臻／美國報導

近期網路上流傳一系列《那個被感染了的急診科女護士》視頻，內容是一名先生紀錄居家照顧患病妻子的過程。視頻中

丈夫在家穿上白色的連身防護衣，戴上外科口罩、防護眼鏡，確認萬無一失後，走進主臥房裡，他的太太發著高燒，

全身用厚厚的棉被裹著，喊著要丈夫快點出去別進來......

◎護士感染實例

◎別讓前線醫護倒下

令人振奮的是，慈濟美國2月25日再度取得第三批醫療

物資，同日志工歡喜地趕緊把474個護目鏡和960只N95口

罩清點打包；這11箱物資也已整裝待發，待取得機位便能送

入疫區。

這是一場關乎全球人類的防疫戰，遏止病毒擊倒第一線

醫護人員，需要我們一起用愛架構防護網。每一箱能交到疫

區醫護人員手上的物資，都乘載了千千萬萬人的愛與關懷，

也因為您的關心、信任與護持，慈濟人將一直陪伴著疫區的

醫護人員，直到我們一起弭平災疫。

年長的芭芭拉（Barbara）獨自撫養五個孫輩的孩子，

這些孩子有的是她兒女棄養的，也有姪子、外甥遺棄的孩

子。憐憫稚子無辜的芭芭拉，接管了這些被生父、生母遺忘

的小孩，省吃儉用靠著微薄的退休金過日子。

哈維風災損毀了芭芭拉的住房，經濟拮据的她一直無辦

法維修房子，直到2019年3月慈濟人走進她的家。顧慮到芭

芭拉家中有五個正在就學和發育中的孩子，志工不只提供孩

子們文具用品，更支援食物供應，讓芭芭拉有更多心力和餘

款，能照顧好暑假期間要待在家吃飯的五個孩子。

因為慈濟志工走入她的生命，她終於露出久違的笑顏。芭

芭拉說：「因為慈濟人在意我、關心我，這是從來沒有的人生

經驗。我終於按時服用慢性病藥物，不只是過一天算一天。」

無業的單親媽媽泰拉（Tayla），靠著食物卷還有偶爾販

賣自製食物過活，不懂得理財的她，過去常把「打扮自己」

放在支出的第一順位，家庭的經濟狀況一直無法改善。

慈濟志工從認識泰拉後，用心的陪伴和鼓勵她，潛移默

化引導改變。志工請專人為居民上「控制預算、家庭開支」

的課程，同時提供泰拉線上免費進修課程等資源。

將近一年不間斷的關懷，泰拉不只外表變得不一樣，她

甚至即將從護士課程畢業。她激動的告訴志工，即將開始護

理工作的實習，開心的說：「我做到了！」

慈濟志工深入社區的探視，為人際關係冷漠的現代社

會，帶來了一股溫暖的支撐力量，進而讓對慈濟陌生的族

群，了解和認同慈濟。

曾在先前發放中領取了一支竹筒的琳達（Linda），趁

著本次志工回返華頓市，特別到場送回來一支裝得滿滿的竹

筒，並且當場再認養了一支竹筒。她充滿感性的說：「謝謝

你們的竹筒禮物，讓大愛循環在人間。」

愛的力量，就這樣一棒接一棒的擴散與傳遞！

◎第三批整裝待發

◎新的人生經驗

◎潛移默化改變

◎大愛循環在人間

幾天前，這名武漢護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為是輕

症感染，她選擇不佔用醫療資源，先在家做隔離照護。但幾

天下來她的狀況越來越差，心、肺功能逐漸衰退，身體極度

不適再加上對病情的恐懼，臥病在床的她屢屢泣不成聲。

她的丈夫堅強地打起精神，克服恐懼照護著她並柔聲安

慰。後來終於有了病床，護士已入院治療，如今這名護士要戴

著輸氧管才能呼吸，偶爾透過視訊，讓丈夫了解自己的病情。

這不是前線醫護人員唯一被感染的案例，但這個用鏡頭

記錄的實際病例，讓外界了解到原本守在疫情第一線的醫護

人員，已紛紛倒下......

醫護人員難道心中不怕？只因搶救和醫病是職責與使

命，沒倒下的，依然固守......慈濟疼惜這些抗疫的勇者，更

將心中的不捨化作實際行動。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2月14日收到為疫區所訂購的第二批

物資，這是美國慈濟人醫會的張秉東醫師（Dr. TC Chang）

花了好多心力，才取得221副護目鏡、3600只外科口罩和90

套醫療防護組，共13箱物資。

志工在同日合力裝箱打包，整理通關文件，讓這份愛與

關懷，能儘快出發飛到前線醫護人員身邊。經過協調艱難的

取得機位後，第二批物資在2月20日晚間飛向疫區，兩日後

中國慈濟志工確認已收到物資。

隔離基地裡捎來暖心的電郵

相伴走過重建路
點滴累積愛的存款

撰文：王偉齡／美國報導

撰文：趙嘉萾、劉本琦／德州報導

新型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美國持續趕派專機接回

在海外的僑民，並安置在美國各大軍事基地做14天

的隔離檢疫。志工忙於「心繫疫區・啟動愛的防疫機制」行

動時，不但將疫區最缺乏的物資送往抗疫前線，更就近在美

國，用愛關懷搭乘撤僑專機回國旅客的倉惶心靈。

災後重建是一條漫長的路，慈濟美國德州分會中長期復

原計畫（ C.O.R.E.／Community Outreach Recovery 

Education Program）團隊的志工，在2020年1月17日重返

華頓市（Wharton）探視居民，從面對面互動中點點滴滴累

積「愛的存款」。

◎參與撤僑服務

◎陳婉愛的眼淚

◎暖心的電郵

主導該項目的慈濟志工曾慈慧表示，慈濟是聯邦疾

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緊急事務跨信仰委員會

（Emergency Program Interfaith Committee）成員，在美

國政府準備撤僑前，CDC便邀請慈濟，參與協助撤僑服務的

工作小組。

經多次會議討論和職能分工，曾慈慧解說，慈濟美國除

提供隔離旅客所用的部分物資，志工另需承擔透過電話會議

模式，幫助營區內不會講英語的被隔離旅客，引介美國文化

習慣，協助語言翻譯，並幫助營區管理單位傳達每日活動的

項目。

好不容易離開疫區回到美國的旅客，14天生活在隔離營

區，許多人都曾出現恐懼、氣憤、抱怨等負面情緒，慈濟志

工用耐心與愛心幫助他們紓解壓力，緩解他們疑惑是否感染

病毒的壓力。

疫情中奔走社區的志工也屢屢遇到令人感動的人與事。

南加州志工林孟茹和陳家璋印象深刻的是陳婉一家人。長期

以來陳婉夫妻倆的愛心就不落人後，只要有時間，便會帶著孩子

一起到慈濟蔬果發放現場，穿起背心做志工。

得知慈濟為新冠病毒疫區募心募愛，陳婉的先生張善華先捐

出一筆錢，全職家庭主婦的陳婉從私房錢裡，再拿出錢來。志工

不捨再收陳婉的錢，讓她當下急得掉眼淚。

「好擔心在廣州的家人和在武漢做護士的同事，但除了以微

信關心之外，我什麼都幫不上忙，我好急！所以知道慈濟在募集

善款，我特別開心，所以，您們一定要收下我的祝福，再送到我

思念的地方去發揮作用，拜託您們！」陳婉哭著說道。

志工收下捐款，心底感受到的是一份沈甸甸的託付，大家默

默發願，要努力募心募愛來協助最前線的醫護人員，為受到疫情

衝擊的人們帶去實質的幫助，希望，和力量。

2月16日志工從撤僑隔離基地

內，收到一份暖心的回應。

美國公民蘇珊（Susan Seats）

上 網 填 寫 申 請 擔 任 教 育 志 工 

的表格，她寄出的信字裡行間，

訴說著她對慈濟的感動與感謝：

9
190

慈濟美國援助疫區的第二批醫療物資在2月18日送到機場貨艙。
圖／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提供

陳婉和先生張善華長期擔任慈濟志工。圖／林孟茹提供

面對新冠病毒快速蔓延全球，這期封面故事

【2019新型冠狀病毒－同心共濟弭災疫】，

是慈濟志工無疆界的承擔，以行動用愛織起世界防

疫網，才能圍堵這波疫情。本期雜誌以多篇深入報

導，讓您深入認識新冠肺炎，了解慈濟志工如何克

服重重難關，籌措資源運往疫區。

本期內容另介紹：美國大愛醫療車20週年： 

載愛奔馳，大愛人文中心正在進行的「海地震後十

年：讓希望延續」攝影展介紹，「美國慈濟三十週

年全美精進研習營」精彩回顧，及廖銘煌醫師如何

從電腦工程師轉職為中醫的精彩歷程。

【美國慈濟世界】雙月刊第228期網路完整版

下載：www.tzuchi.us/zh/journal

【美國慈濟世界】
雙月刊第228期

新發行！

「您好，我是蘇珊，近期從武漢撤僑的其中一名美國

人。我們的隔離檢疫在這星期二（2月18日）就要結束了，

而我想寫下心中的感謝：謝謝你們良善的物資捐贈，尤其是

那些美好的毛毯！

當我每晚睡在沙發上時，我只有你們送來的毛毯可以保

暖，它是如此的柔軟、舒服，讓我免於受寒。我會永遠地使用

這條毛毯，因為它將提醒著我這場特殊的人生際遇，也不要

忘記那些被病毒直接衝擊的人們，他們所經歷的悲傷時刻。

我原本任教於湖北科技大學的口語英文課程，當地先是

封城兩個禮拜，現在我被撤離到米拉瑪海軍陸戰隊航空站

（Miramar 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再次感謝您的物資捐贈，您的組織願意在這個時刻幫助

需要的人，讓我內心充滿感謝。如果有任何做志工的機會，

我也想要用一己之力去服務他人，請務必讓我知道。

蘇珊筆。」

從武漢搭乘撤僑專機回到美
國的蘇珊，在隔離基地期間
接觸到慈濟。圖／蘇珊提供

2020TX_newspaper_190.indd   1 2/27/20   7:10 PM



BB1515廣告
星期六       2020年2月29日       Saturday, February 29, 2020

2020Census_Thecensusis(Awareness)_11.2x20.5_ZH-T.indd   12020Census_Thecensusis(Awareness)_11.2x20.5_ZH-T.indd   1 12/27/19   11:09 PM12/27/19   11:09 PM



BB1616廣告
星期六       2020年2月29日       Saturday, February 29, 2020


	0229SAT_B1_Print.pdf (p.1)
	0229SAT_B2_Print.pdf (p.2)
	0229SAT_B3_Print.pdf (p.3)
	0229SAT_B4_Print.pdf (p.4)
	0229SAT_B5_Print.pdf (p.5)
	0229SAT_B6_Print.pdf (p.6)
	0229SAT_B7_Print.pdf (p.7)
	0229SAT_B8_Print.pdf (p.8)
	0229SAT_B9_Print.pdf (p.9)
	0229SAT_B10_Print.pdf (p.10)
	0229SAT_B11_Print.pdf (p.11)
	0229SAT_B12_Print.pdf (p.12)
	0229SAT_B13_Print.pdf (p.13)
	0229SAT_B14_Print.pdf (p.14)
	0229SAT_B15_Print.pdf (p.15)
	0229SAT_B16_Print.pdf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