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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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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大選倒數剩下不到一個半

月，許多重大事件也接踵發生，包

括 Breonna Taylor遭警射殺案、美國

法官 RBG 逝世，這些事件會如何在

美國社會中發酵？又將如何影響選

舉走向？本台邀請到休斯頓新聞名

人馬健、金諾威，來與我們深入分

析。

從從 Breonna TaylorBreonna Taylor遭警射殺案遭警射殺案，，看媒看媒

體輿論導向體輿論導向

金諾威指出，媒體報導與真相脫軌

，使人相信錯誤的故事，從近來越

演越烈的布倫娜．泰勒遭警開槍身

亡事件中可見。泰勒在警查緝毒的

過程中，因為男友先行開槍，與警

方展開槍戰，泰勒做為旁觀者，在

打鬥過程中不幸遭到子彈擊中身亡

。根據最新法院判決，其中兩名警

察因被判執法正當，未受到法律制

裁，然而對於這個報導的不同角度

渲染，卻可能造成社會上暴動越演

越烈，產生示威與暴亂場面。

金諾威指出，對於任何新聞上的事

件，都必須抱持質疑態度，多方蒐

集和閱覽各種資訊，所了解的故事

才會更接近事實的全貌。

對社會上逐漸分化的風氣，馬健指

出不論是撤資警方與否，社會上都

會出現兩派不同聲音，更重要的是

要進行改革。金諾威也指出，目前

警察局由地方政府、工會等單位負

責，官官相互之下，人們更需要的

是及時、有效的司法與制度改革。

#Notorious RBG:#Notorious RBG: 逝世大法官金斯伯逝世大法官金斯伯

格格，，為美國留下什麼歷史遺產為美國留下什麼歷史遺產

馬健指出 RBG 所代表的是一股「為

無法發聲者來發聲」的力量，為了

性別平權奮鬥一生，經常在最高法

院扮演反對派，讓婦女擁有投票、

同工同酬等權利。馬健認為，對於

法律的不同詮釋就如媒體的作用一

般，可以影響社會的觀感、風氣，

因此法官角色極為重要。

馬健指出，法律並不是亙古不變的

教條，也不會永遠是正確的，因此

必要時需要對體制進行衝撞，也需

要有能與時俱進的大法官。金諾威

舉例，1970年代當時，法律還明文

禁止非裔美國人得到聯邦貸款買房

，在當時是合法，但並不正確，隨

著這些平權鬥士的努力，目前美國

雖然還未完全達到性別平等，但男

女之間的權力分布相比幾十年前，

已經邁進了許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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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縣法官莉娜· 伊達爾戈（Lina
Hidalgo）正在與休斯頓火箭隊合作

，提醒居民在 10月 5日截止日期之

前進行投票登記。伊達爾戈（Hidal-
go）和豐田中心總經理道格· 霍爾

（Doug Hall）於本日上午 11 點在豐

田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

火箭隊的故鄉豐田中心也將首次被

作為提前投票地點，將於10月13日

至10月30日，對哈里斯縣的所有註

冊選民開放。可以親自投票或郵遞

投票。伊達爾戈指出，哈里斯縣已

將早期投票場所的數量增加了兩倍

，使選民可以更加方便、安全地進

行投票。豐田中心也將遵循所有

CDC 和公共衛生有關社交疏遠的準

則，並表示很榮幸能為社區服務。

道格· 霍爾指出：「投票是一項極其

重要的權利，多年來，許多人

一直在為此奮鬥。我們要感謝

哈里斯郡文員辦公室允許火箭

隊和豐田中心提供支持。」

各項重要時間線各項重要時間線：：

投票登記截止：10月5日
提早投票：10月13日至10月30
日

選舉日：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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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年齡大小，人口普
查應計入每一個人。

您應該在 2020 年度人口普查表格上填入所有兒童—不僅僅是
與您相關的兒童，還有大部分時間居住在您家中的任何兒童。
將嬰兒和兒童計入人口普查，支援嬰兒和兒童的計畫才會獲得

所需的資金投入。

計入您家的子女、孫子女、外孫子女、侄女、外甥女、侄子、
外甥子、養子、養女，以及與您同住的任何朋友或親屬的子

女，即便他們只是暫時與您同住。嬰兒們也很重要！即便嬰兒
還在醫院尚未到家，只要嬰兒在 2020 年 4 月 1 日前誕生，

請確保為您的住址填寫人口普查的人員也將嬰兒填入人口普查
表格。

若想瞭解有關 2020 年度人口普查的更多資訊，
請造訪 2020Census.gov，或致電 844-330-2020。

| #2020Census #CountAllKids

計入所有兒童和嬰兒！

不論年齡大小，人口普不論年齡大小，人口普
查應計入每一個人。查應計入每一個人。

您應該在您應該在 2020 年度人口普查表格上填入所有兒童年度人口普查表格上填入所有兒童—不僅僅是
與您相關的兒童，還有大部分時間居住在您家中的任何兒童。
將嬰兒和兒童計入人口普查，支援嬰兒和兒童的計畫才會獲得

所需的資金投入。

計入您家的子女、孫子女、外孫子女、侄女、外甥女、侄子、
外甥子、養子、養女，以及與您同住的任何朋友或親屬的子

女，即便他們只是暫時與您同住。嬰兒們也很重要！即便嬰兒
還在醫院尚未到家，只要嬰兒在 2020 年 4 月 1 日前誕生，

請確保為您的住址填寫人口普查的人員也將嬰兒填入人口普查
表格。

若想瞭解有關 2020 年度人口普查的更多資訊，
請造訪 2020Census.gov，或致電 844-330-2020。

| #2020Census #CountAllKids

計入所有兒童和嬰兒！計入所有兒童和嬰兒！

政治大振蕩CNN: 川普拒絕承諾敗選後和平移交權力
川普抱怨郵寄選票 川普聲稱他被邪惡勢力欺騙了勝利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九月23日，在被記者問及如果大選

中敗選是否會和平移交權力時，美國總統川普再次拒絕直接正面

回應，而是說“我們得看看”，並繼續抱怨郵寄選票“是一場災

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3日直接解讀稱，川普拒絕

承諾權力的和平移交。 川普口中的“選票問題”是指郵寄選票

。此前，他曾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多次譴責使用這種選票容易發

生大規模欺詐。在福克斯新聞7月19日播出的特朗普獨家採訪中

，在被主持人問及是否能接受對手拜登在大選中獲勝時，川普也

沒有給出直接回應，而是說“我得看看”，“我不是很輸得起”

。川普總統週三將不會承諾在大選日後提供和平的權力過渡，這

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他可能在11月份失敗而不會放棄辦公室的

擔憂。

川普在長達數月的競選活動中通過推特和批評的方式反對今

年11月的郵寄投票。不過，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很多

州鼓勵郵寄投票，以確保選民的安全。川普自己也使用郵件投票

。不過，他希望能像佛羅里達州那樣，只把選票郵寄給那些提出

郵寄選票要求的選民，而不是自動將選票發送給所有註冊選民。

儘管沒有有力的證據，但川普仍然表示：“廣泛的郵件投票將導

致大規模的欺詐。”不過現實情況顯示，5個經常向所有選民郵

寄選票的州沒有發現重大舞弊。

川普週三似乎在暗示，如果各州“放棄”主動郵寄選票的做

法，就不會擔心舞弊或權力和平轉移的問題。川普說:“將會有

一個非常和平的過程，但不會有權力的轉移。到時候會有一個權

力的延續。因為選票已經失去了控制。”目前已經自動將選票發

給所有註冊選民的五個州均表示，已經有時間完善他們的投票系

統，另外還有4個州決定採用這種投票方式，它們分別是：加利

福尼亞州、新澤西州、內華達州和佛蒙特州。華盛頓特區最近也

決定採用這種方法進行總統選舉投票。在這9個州中，只有內華

達州是總統選票的戰場，一共有6張選舉

人票，可能會在總統選舉僵局時發揮關鍵

作用。加州、新澤西州、佛蒙特州和華盛

頓特區的民主黨人佔壓倒性多數，前副總

統拜登很有可能贏得這些地區的選票。

拜登週三晚間說，他相信如果川普總

統輸掉選舉並拒絕離開白宮，許多曾經為

他工作的前將軍將“以極大的派遣護送他

離開白宮”。眾議院議長南希· 佩洛西

（D-Calif。）對川普總統進行了回擊，警

告他說，如果美國選民在11月派遣他打包

票，他別無選擇，只能辭職。“事實是：

無論他是否知道，他都會離開，”這位有

力的民主黨領導人警告川普。 拜登他相信川普很可能會操縱選

舉結果。拜登在四月份說：“我認為川普將設法以某種方式取消

大選，並提出一些無法舉行大選的理由。但是，這裡真正的危險

不是川普改變大選的日期，而是他試圖在白宮主張擅自佔有他的

權利。 如果川普拒絕承認自己輸了，就永遠不會承認拜登是公

平贏得選舉的總統。川普會聲稱他被邪惡勢力欺騙了勝利。

奧巴馬前任官員約書亞· 蓋爾策（Joshua Geltzer）公開呼籲內

戰，以免川普總統在2020年大選中失敗但“拒絕接受失敗”。

許多政治分析家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川普於2021年1月撤出白

宮，他也永遠不會承認自己輸了。 這不僅對美國的政治，而且

對建立美國民主的更廣泛基礎都將產生巨大影響。川普缺乏任何

形式的正式讓步是很明顯的事情。川普主義將使美國國內人與人

之間的分歧更加深遠，這將對美國的復興和重建產生巨大的負面

影響。
川普在周三在白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川普在周三在白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川普總統拒絕承諾如果川普總統拒絕承諾如果
他在他在1111月的美國大選中失敗月的美國大選中失敗，，則將致力於和平移交權力則將致力於和平移交權力。。

［本報訊］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主
辦之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國慶寶石能量講座」將于2020年9月27日(星期

日)下午1點~3點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現場同
步直播與觀眾視頻連結！這次由經營半寶石批發
生意已經超過二十年的會長－馮啟豐來為僑胞主
講介紹具有特殊療效功能、提升正面能量的寶石
！主要介紹內容有：(一) 光輝十月生日石－碧璽
（Tourmaline)及月光石（Moonstone)、(二) 能量涵
蓋 七 個 脈 輪 (Chakra) 的 三 種 強 大 能 量 水 晶
(Quartz)－髮晶 (Rutilated Quartz)、超七水晶(Su-
per 7) 、極光 23 (Auralite 23)、(三) 在冠狀疫情下
，可提升自我能量的三種寶石－石榴石（Garnet):
感應之石（The Coping Stone) 、紫鋰輝石（Le-
pidolite):寧靜之石（The Serenity Stone)、鳳凰石
（Chrysocolla):支撐之石（The Support Stone)，之
後也開放給大家在視頻提出問題！歡迎有興趣的
僑胞朋友們點擊連結在家同步觀賞聆聽，一起來
吸取天然寶石正能量、共同抵抗疫情負能量效應
！ 活 動 預 告 連 結 如 下: https://youtu.be/
PkQEYx0tAp0 線上同步視頻點擊連結如下，歡迎
大 家 到 時 一 起 線 上 交 流 ！ https://youtu.be/
4l3s6cP-T04

「「國慶寶石能量講座國慶寶石能量講座」」

 

 

 

 

 

 

 

 

 

 

 

 

 

 

時間:202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兩點至四點 

地點:僑教中心大礼堂 

歡迎僑社朋友踴躍参加現塲直播。鏈接:  

 https://youtu.be/E2gxkRDk-Do 
 (請注意字母的大寫和小寫) 

 

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十國慶健康食療講座 
 

主題:“食” 在好健康、提升免疫力。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主辦單位: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壓力過度，季節交替常常造成人體免疫力下降，其實不當的飲食也會傷害人體的自

我保護機制。特別目前在疫情期間增強免疫可以抵抗病毐的感染。優質的飲食不代

表要傷荷包，從日常的飲食習慣上實踐幾個健康的原則，也能增強人體免疫力。 

良好營養和飲食的十大好處: 

1. 不良飲食會減少幸福  2.不健康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3. 幫助您控制健康體重  4.維持您的免疫系統 

5. 延緩衰老的影響   6.提供你能量 

7. 降低患慢性病的風險  8.健康飲食對您的情緒有積極影響 

9. 提升你精神集中  10.健康的飲食習慣可以延長您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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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副刊

学校上体育课跑步200米猝死，山

东临沂的任女士痛失14岁的弟弟，她和

家人认为，学校未尽到监护职责。“我

们协商几次，学校当事人体育老师一直

没露面。”

9月12日，任女士接受华商报记者

采访时，仍无法接受失去心爱弟弟的残

酷现实。

14岁的弟弟就读于临沂费县睿文中

学，9月9日下午2时半，弟弟所在的初

三（2）班上体育课，当时室外温度在

30℃以上，体育老师组织学生在水泥地

操场上跑步时，弟弟突然昏倒。

事发当天下午4时多，在外地医院

实习的任女士接到母亲的电话，急匆匆

乘坐高铁返回。“当时说弟弟还在抢救

，我告诉自己不要担心，弟弟身体一直

很健康，肯定会没事的。”

早上吃完母亲做的早点去上学，下

午就猝死学校，家人以泪洗面，难以接

受现实

但是，当晚大约9时半，等她赶到

医院抢救室时，看到的是弟弟冰凉的遗

体。“我的家人跟我说弟弟没了，我不

敢相信，实习之前我看见的活蹦乱跳的

弟弟怎么突然没了呢？躺在床上的弟弟

用床单蒙着，我掀开一看，真的是弟弟

，一动不动，再叫都不回应我，摸摸手

脚都凉了，这一刻我好难过，为什么这

样的事会发生在弟弟身上！”

当日早上，弟弟吃完母亲做的早饭

，兴高采烈地去学校上学，没想到竟成

了和家人的永别。

长袖长裤30℃烈日下跑步“热死”

14岁初中生：尖子生喜欢学历史，教育

局称原发性心脏病猝死，安抚善后

姐弟情深，任女士无法相信弟弟已经离

开

生命无常，回忆已成过往，真是难

以言状，心如刀割的任女士表示无法形

容，家人以泪洗面，母亲经受不住打击

晕厥需要输液。“爸爸妈妈和姥姥在医

院输液，奶奶在重症监护室刚接回家，

不敢告诉她这件事，怕奶奶受不了打击

。”

任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事发至

今，学校当事人体育老师一直没露面，

也不知道体育老师叫什么，一直没见到

。”任女士和家人认为，弟弟在上体育

课跑步时是“热死”的，学校老师未做

好防暑，学校没有夏季校服，在室外气

温30℃烈日下，要求学生统一穿长袖长

裤跑步，弟弟突然昏倒，老师未及时发

现弟弟不适的异常情况。

“弟弟当时没有戴口罩，学校也没

有校医。”任女士和家人认为，事发之

后，代课的体育老师没有第一时间拨打

120，错过了抢救弟弟的最佳黄金时间

，心肺复苏抢救不规范，抢救设施不全

面，导致医生赶来后弟弟呼吸心跳已经

停止，最终转院抢救无效死亡。

“学校没给我们书面情况说明，我

们协商了几次，学校现在什么都没做。

”任女士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不能

接受学校处理此事的态度。她认为，学

校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导致弟弟去世，

事发当晚学校的态度只是说向上级反映

，并未明确表态。

9月10日上午，任女士的家人前往

学校沟通善后事宜，受到保安的阻拦，

校领导无视家人的痛苦，将前来协商的

家属拒之门外，学校法律顾问表示是弟

弟自身疾病引发的，学校没有责任。媒

体介入报道后，学校才表示对家属进行

经济补偿，要列好清单出处，“一条鲜

活的生命如何列出？我们开开心心地让

弟弟上学，为什么却得到一具冰冷的尸

体？”

9月12日，事发3天后，任女士仍

未能从失去弟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一

切点滴回忆都成为永恒的记忆。

任女士向华商报记者介绍，弟弟在学

校表现不错。“我弟弟学习成绩优秀，是

班级尖子生，学习成绩一直在进步，他平

常喜欢钻研历史，历史成绩很好。”

任女士提供的弟弟的奖状显示，弟

弟在2019至2020学年度被评为“进步之

星”和“卓越学子”，在2020至2021学

年度第一学期因为表现优秀，荣获“学

习标兵”称号。

任女士希望能尽快处理好弟弟的后

事，“愿弟弟在天堂安息!”

事发第二天上午，任女士弟弟的班

主任接受媒体采访表示，猝死男生是上

体育课围着操场跑步时倒下，送医抢救

一个多小时后离世。“他上体育课跑步

时慢慢倒下，当时他跑得不快，之前没

有发现异常。”

“老师现场做了保护和施救，这个

过程中没有任何耽误。” 班主任说，

事发后，学校第一时间拨打120，现场

采取了人工呼吸急救措施，学校会积极

协调处理此事。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9月10日教师

节当晚，费县教育局官微“费县教育”

发布通报，认为这是一起意外死亡事件

。

通报称，9月9日14时30分许，费

县睿文学校初三（2）班任某友在体育

课准备活动（慢跑200余米）时，突然

晕倒，体育老师随即进行心肺复苏，并

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抢救。15时57分

，任某友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初步诊

断为原发性心脏病猝死。事件发生后，

费县立即成立工作组，“靠上”做好学

生亲属安抚及善后等工作。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多位网友参与

评论表示，学校集体活动、老师正常上

课发生学生猝死只是意外。“体育课出

意外，的确令人惋惜，这跟个人体质有

关，而且这种心跳骤停抢救过来的几率

很低。”

有网友建议从任女士弟弟午饭食物

、平常运动情况、病史等方面去寻找原

因，“比如小孩的睡眠情况，是否老熬

夜，今年因为疫情有半年多孩子在家，

长胖、熬夜、不运动等不良习惯养成，

都可能成为猝死的诱因。”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2016年湖南长

沙市教育局曾发文规定气温超过35℃时

不得安排室外军训。2004年，浙江温州

市教育局也曾规定，气温超过38℃，室

外军训一律叫停。如果对照山东临沂的

这一事件，和38℃相比，30℃并不算高

温天气。

“学生在学校猝死，这是谁都不愿

意看到的事情。”中国矿业大学教授段

鑫星认为，还是得相信医生的判断，相

信医学结论，“对家长而言，先把自己

的悲痛情绪调整好；对学校来讲态度很

重要，甭管学校有没有责任，孩子在学

校没了，学校安抚家长的态度要更温和

一些，主动和家长协调、沟通，让家属

感觉到有温度，人道主义补偿也是需要

的。”

华商报记者咨询了多位医生，医

生指出，在心跳骤停时，只有“黄金4

分钟”的最佳抢救时间，如果超过4分

钟，死亡几率会增加10%，超过10分钟

，基本就没有救治生还的希望了。

医生建议，遇到心脏骤停的患者，

需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同时现场立

即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如果没有自动

体外除颤器等专业设备，可以跪下来，

双手十字交叉，利用手掌、借助自身体

重，有规律地按压患者胸部，每分钟按

压100至120次，进行现场施救。

长袖长裤30℃烈日下跑步
“热死”14岁初中生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美國飢餓問題日益嚴重 兒童是最大受害者

(本報訊)截止到週五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10276
人, 2740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723919人，15267人死亡。

美國麻省總醫院:主動脈擴張或與長期耐力運動有關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由於長期鍛煉，耐力運動員的心臟體積一般比普通
人大，這是一種身體的良性適應。

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團隊近期發現，耐力運動員不僅心臟
與普通人有差異，其主動脈也更粗。該研究結果已發表於權威醫
學雜誌《美國醫學會雜誌：心髒病學》（JAMA Cardiology）。
但是目前研究人員還不能確定主動脈的這一變化是否也為良性適
應，又是否會在耐力運動員年老後給他們帶來健康問題。

美國麻省總醫院心血管功能項目的研究員Timothy Churchill

博士發現，有很多老年的高水平耐力運動員前往美國麻
省總醫院評估主動脈擴張的情況。因此，Churchill博士及
其同事Aaron Baggish博士領導的研究團隊在2018跟踪調
查了 442名年齡在50至75歲之間的耐力運動員。結果顯
示，主動脈大小高於臨床正常值上限的運動員比例為
20％至25％。

對於普通人來說，主動脈擴張會增加血管滲漏或破裂的
風險，嚴重時死亡率高達50％。然而，對於耐力運動員
來說，主動脈擴張是否會帶來同樣的風險仍然未知。
Baggish博士表示，主動脈結構一般相對穩定且可塑性較

小，但是此前參與研究的對像大多是25歲以下的年輕運動員，
所以研究結果的嚴謹性仍有待考證。

為了找出答案，Baggish博士和他的團隊還在繼續研究。他
們仍在跟踪調查上述422位耐力運動員，定期對他們進行超聲波
檢查。 ”我們想要驗證以下兩種假設: 一是耐力運動員的主動脈
擴張是長期鍛煉帶來的一種良性適應，二是長期運動導致的主動
脈擴張會給運動員帶來普通人面臨的風險。目前該研究已經進行
到一半，不久之後就能得到初步結果。如果我們發現主動脈增大

是一種良性適應，那麼醫生遇到這類患者時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
檢查和手術；但如果主動脈擴張確為一種風險指標，我們就必須
篩選出風險人群。因此，下一步研究的發現將具有非常重要的臨
床意義。 ”Baggish博士表示。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本報訊)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美國糧食不安全問題有
所加劇，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受到較大影響。一項惠及全美兒童
的食物津貼項目即將在本月底到期，低收入家庭兒童飢餓問題引
起美媒關注。

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漢密爾頓項目”近期發佈報告
指出，根據聯邦統計局數據，在疫情期間，美國有小孩的家庭中
，糧食不安全的比例“高得令人震驚”，遠遠高於2018年美國
經濟衰退最嚴重時期的水平。偶爾或經常吃不飽的情況較此前大

幅增加。
非營利組織“供養美國”的

發言人祖阿尼·維拉瑞接受《紐
約時報》採訪時稱，今年夏天全美200個食物賑濟處和6萬個食
物派發處的援助需求同比增長了60%。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當地時間22日報道截圖△哥倫比亞廣播
公司當地時間22日報道截圖美國德雷塞爾大學教授、“無飢餓
社區中心”創始人馬里亞納·奇爾頓說，飢餓問題在美國已經成

為“公共危機”，受飢餓困擾的孩子們越來越多，白宮應儘快行
動以應對飢餓問題。

美國許多學校此前受疫情影響而關閉，學校伙食也相應停供
，這讓依賴於學校免費食物的家庭失去了一大食物來源。美國國
會在今年春季通過了一項食物津貼項目（P-EBT），向有學齡
兒童的家庭發放食物購物券。但是這一項目將在9月30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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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根据我接近十年的美国移民文案经验，申请

人的年龄并不是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成

功的关键。申请成功的关键在于申请人是否在一

个专业领域内有过人的成就。并且申请人能在成

功移民美国之后继续用本身的专业才能为美国做

出贡献。根据上述两个条件，基本已经刷掉一大

批申请人。

接下来我们说说哪个年龄段申请美国EB-1A

杰出人才移民更有利。

必须强调的是，既然是杰出人才移民，取得

杰出成就自然需要在本领域有更多积累，获得本

领域奖项、协会、以及同行认可才能申请美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年纪太小自然无法达到要

求，比如日前引发全网公开质疑和愤怒的“小学

生研究喝茶抗癌获全国大赛三等奖”事件，且不

论小学生能对癌症这种世界级难题了解多少，如

果喝茶就能抗癌，想必有着几千年喝茶历史的中

国早能战胜癌症了。西方人讲究逻辑，这样经不

起推敲的国家级奖项自然不能作为美国EB-1A杰

出人才移民的论证材料。

但是事有例外，在体育领域，运动员的职业

生涯是有黄金期的，比如体操这种对身体柔韧度

、意志、注意力、耐力各方面要求最高的运动，

女运动员的黄金期一般在13-20之间，男运动员

大概是30岁之前。所以，如果一位体操女运动

员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在20岁左右拿

到绿卡是最佳时段。而年纪轻轻就获得国际或者

国家级的奖项以及同行认可，更侧面证明了申请

人具有杰出才能。

既然年龄太小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普遍

不具备优势，那么年龄大，比如60岁可以申请

吗？

我接触过很多老教授，他们普遍已经60岁

，甚至更大。这样的申请人申请美国EB-1A杰出

人才移民是否能通过？申请难度会不会增大？

中国有句话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指的就是老人拥有年轻人没有的经验和知识积累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现在火热的互联网+，物联网，没有软件和

网络协议，没有0101的信号传输，也根本无法实

现。在其专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老人，年龄更

是他们杰出的证明。90岁的袁隆平和屠呦呦，84

岁的钟南山，谁能因为他们年龄大就否认他们在

专业上的贡献？

当然，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的申请人中

，很多人并不具备袁隆平、屠呦呦以及钟南山等

人的杰出成就。那么美国移民文案和美国移民律

师要如何论证他们在本领域的杰出贡献呢？

这个时候，来自美国的合作意向书、商业计

划书就非常关键了。如果申请人在申请时，手中

有美国公司或者机构出具的合作意向书，聘请申

请人作顾问，指导该机构的某些研究。美国移民

管自然而然认为该申请人在美国EB-1A杰出人才

移民获批之后，能够为美国社会做出贡献。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美国EB-1A杰出人才

移民申请从资料整理到移民官审查，都具有相当

的个性化和人性化特点。每个美国EB-1A杰出人

才移民申请人的申请方向和条件都是不同，论证

方式也要个案讨论。年龄是优势或者劣势，主要

看美国移民文案如何进行论证。

60岁，还能办理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吗？

现在美国移民有多难？非直系亲属移民排期长达十几年，

EB-5投资移民也要接近20年才能拿到美国绿卡，受到疫情和美

国大选双重影响，美国现任政府大打移民牌。美国移民似乎陷

入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说起来，排期最短、申请前不需要登

陆美国的EB-1A杰出人才移民是当之无愧的C位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申请不受年龄限制，

不像加拿大移民那样对年龄有要求。相对而言，申请美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年纪大更容易获得批准。根据以往经验，

申请人年龄超过40岁比32岁以下的会有一些优势。那么是不

是意味着18-32岁、60岁及以上申请人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

才移民就很难获批了？

《世界移民报告 2020》中文版在北京发

布。报告指出，继印度、墨西哥之后，中

国是 2019 年世界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

居住于中国以外的移民人数为 1070 万。

该报告由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安东尼

奥· 维托里诺(António Vitorino)在 2019 年国际移

民组织理事会会议上发布，此次发布的中文

版报告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译。报告对

过去两年间移民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并

着重提出考虑到历史与当代因素的分析。

报告显示，国际移民的规模正在增加。

1990 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为 1.53 亿。这一

数 字 在 2019 年 增 至 2.72 亿 ， 占 世 界 人 口 的

3.5%。其中，52%为男性，48%为女性。74%

的国际移民处于工作年龄，即 20 岁至 64 岁

。

报 告 显 示 ， 印 度 仍

是 国 际 移 民 的 最 大 来 源

国 ， 居 住 于 国 外 的 印 度

移 民 人 数 为 1750 万 。 其

次 是 墨 西 哥 和 中 国 ， 分

别 为 1180 万 和 1070 万 。

自 1970 年 以 来 ， 美 国 一

直 是 国 际 移 民 的 主 要 目

的 地 国 ， 移 民 数 量 从 当

年的不足 1200 万增至 2019

年的 5070 万。

侨 汇 方 面 ， 报 告 称

，2018 年全球侨汇流总量

为 6890 亿 美 元 ， 其 中 汇

入中国的金额为 674 亿美

元，是继印度 786 亿美元

之 后 的 全 球 第 二 大 侨 汇

汇入金额。

另 外 ， 报 告 表 示 ，

移 民 与 健 康 之 间 存 在 动

态 而 复 杂 的 关 系 ， 这 种

关 系 远 远 超 出 了 危 机 事

件的范畴。对移民与健康的投入有助于移

民输出和接收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在 25 日的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上，联合国

移民署移民研究政策司司长玛丽 · 麦考利夫

(Marie McAuliffe) 表示，包括难民在内的国际

移民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之

一，疫情之后的全球恢复将与国际移民和人

口流动体系密切相关。她还透露，2022 年的

世界移民报告将设立专门章节，分析新冠肺

炎疫情对国际移民与人口流动性的影响。

自 2000 年 起 ， 国 际 移 民 组 织 已 发 布 十

份 《 世 界 移 民 报 告 》 。 该 系 列 报 告 致 力

于 对 移 民 问 题 进 行 以 事 实 为 依 据 的 合 理

分 析 ， 并 以 此 增 进 决 策 者 、 实 践 者 、 研

究者和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

世界移民报告
中国是2019年世界

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
据新西兰中文

先驱网编译报道，

英文《先驱报》报

道 称 ， 梅 西 大 学

(Massey University)

的一名移民专家说

，尽管由于疫情，

新西兰移民数量急

剧下降，但新西兰

的净流入人口却达

到了历史高峰。

移民基本“暂停”

自 2020 年 1 月

以来，由于疫情，

各国政府都实施了

国际旅行限制。新

西兰也在 3月份关

闭了边境，只有新西兰公民和居民能够入境。

社会学家Paul Spoonley教授说，与去年同期

相比，今年6月的月度数据显示，入境和离境人

数都下降了近90%，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大大

改变了进出新西兰的人流量。

他说：“有史以来移民流入和净移民人数最

高的时期(2013-2020年)暂停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新西兰每年人口增长的

三分之二来源于入境移民。不过，在未来一两年

，移民的缺乏将严重抑制新西兰的人口增长。”

Spoonley补充道：“有人预测，在2023年之

前，国际移民流动的‘新常态’可能都不会出现

。”

“海归”人数达历史高峰

尽管新西兰实施了边境封锁措施，但是，新

西兰统计局(Statistics New Zealand)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在截至6月的一年里，净流入人数增加

了7.94万人，使新西兰人口增长了2.1%(即105500

人)，达到502.5万人。

具体来看，入境人数增加8.7%，至15.39万

人；离境人数减少16.6%，至7.45万人。入境人

口中，新西兰公民最多，为4.55万人。

Spoonley表示：“移民突然停止，令人吃惊

。不过，截至2020年6月的一年里，尽管有4个

月处于封锁期，移民人数减少，但新西兰的入境

人数大幅增加，离境人数大幅下降。”

“就移民人数而言，这是最不寻常的年份之

一：净流入人数非常高，处于历史高位，哪怕是

其中四个月的人口流动很少。”

9月23日，新西兰将修订人口数据，以全面

纳入2018年人口普查结果。

“海归”能取代移民吗？

Spoonley说，返回新西兰的主要群体来自澳

大利亚。由于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在澳新西兰

人很难获得某些当地福利。

他说，虽然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新西兰人有各

种各样的技能，不过，从世界其他地方回新的人

，往往教育程度更高，素质更高。

Spoonley认为，政府现在需要集中精力，利

用这些“海归”，帮助新西兰从疫情中复苏。目

前新西兰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他说：“就目前而言，除了边境管理和入境

后的隔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是一种‘不

干涉’的方式。考虑到新西兰重新接纳移民可能

需要一段时间，那么，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这些

‘海归’身上呢？”

Spoonley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

：他们的技能是什么，他们是否找到了工作，他

们将去新西兰哪里，是否能代替之前的技术移民

等。

新西兰移民数量急剧下降
“海归”却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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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壹優先：2018年06月01日, 第壹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
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03月01日, 第二優先
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
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7年07月01日, 第三優先
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12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08月15日，第五優
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
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壹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9年04月01日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B 表
第壹優先：2020年09月01日, 第壹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
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10月01日, 第二優先
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
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年06月01日, 第三優先
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10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12月15日，第五優
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
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壹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壹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年 09月 15日中國大陸2014年 09

月15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5年 07月 08日中國大陸2015年 07
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
年06月15日中國大陸2008年06月15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年 09月 22日中國大陸2006年 09
月22日

B 表
第壹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5年 07月 22日中國大陸2015年 07
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20年 08月 01日中國大陸2020年 08
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 05月 01日中國大陸2016年 05
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9
年06月01日中國大陸2009年06月01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年 09月 15日中國大陸2007年 09
月15日

註： 第壹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
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
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
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川普總統自從上任以來，對於移民
政策有很多新的提議，有的已經開始實
施，而有的在法院的介入下胎死腹中。
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正常情況下，已
經遞交的移民申請和已經批準的簽證，
綠卡和入籍不受總統政策調整的影響。
2.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務院
做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
1日到2021年1月1日之間所發出的所
有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
上訴（290B）的回復，在原有的截止日
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20日

起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c. 美國國務院從2020年3月20日

星期五開始暫停所有的移民簽證和非移
民簽證服務。現在已經逐步恢復。

d.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18日
起取消了所有的打指紋，面談和公民宣
誓，但是移民局還在接收新的申請和審
理案件。移民局從6月4日起重新對公眾
開放。但是根據各州的疫情調整開放時
間。

e.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16日
開始取消了加急申請。從6月1日起逐漸
恢復。

f.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
為由要求延期。如果申請材料合格，延
期等待期間是合法的。
工作簽證的申請人延期等待期間240天
之內可以合法工作。
因為疫情的原因而耽誤延期申請的遞交
，移民局會根據個案情況寬限處理。
通過豁免簽證進入美國的，可以延期30
天。30天之後如果情況沒有好轉，可以
繼續延期30天。

3. 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
心5月4日宣布：從今年6月1日起不再
接受郵局或快遞信件的查詢。所有的查
詢必須通過網絡查詢系統提交。

4.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2月24日
起全面修改移民表格，嚴格限制移民和
非移民申請美國福利。綠卡或公民申請
人如果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如
TANF, SSI, SNAP, Medicaid, 食物券、
住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卡或公民
申請。移民局也將嚴格審查以任何形式
申請美國簽證的申請人，如果認為申請
人未來有可能申請社會福利，就會拒絕
其入境。

5.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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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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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幾年才出現壹次。現在不確定11月份
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壹般而言，
美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己的外籍配偶
遞交綠卡申請的第壹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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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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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旦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主工
作。而壹旦拿到回美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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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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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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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自從川普總統就職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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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的申請信息完全壹致。壹旦發現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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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庇護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推翻2004
年以來壹直延續的申請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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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次申請的標準壹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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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旦有上述情況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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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下午5: 30
(11-1月下午5點)在電臺調頻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移
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
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法律節目的
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
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
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托
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
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
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
傳真:713-583-9749。網址:http://soli-
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com 周 壹 到 周 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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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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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思牡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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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退休醫生，在醫院幹過三個

專業：兒科、臨床營養師、全科醫師。

信主耶穌前，我是個甚麼樣的人呢？

我算是一個比較驕傲的人吧！我不太隨

和，看不上的人我不愛搭理；如果誰給我

提意見，那就更不能容忍。在單位和同事

間大矛盾沒有，小磨擦不斷。我也曾做過

營養科的主任，好歹也管過幾十號人吧。

後來不幹了，對接替我的幾位主任，我是

怎麼也看不起他們。

戰友夫妻

再說說我的家庭。我和丈夫是中學

同班同學，就像一首歌的名字「同桌的

你」。後來我們又一起在延安插隊當知

青。可是我們不是早戀，那個時候的我們

很單純，不懂談戀愛，就算心中有些青春

的萌動，也壓制回去。那時十五、六歲的

時候，正搞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人和

人之間的關係是扭曲的，男女之間不能有

愛情，只有革命的友情。早戀就是「流

氓」，誰也不敢談對象。

後來我們先後都回到了北京，班主任

是我們的介紹人。那時我在醫院當大夫，

他還是個窮學生。那會兒的社會風氣已經

開始強調物質了，甚麼結婚要有三大件，

要有三十幾條腿（是指家具的腿）。我當

年結婚時，他帶兩條腿就踏進了婚姻的殿

堂。後來丈夫回憶當初開玩笑的說，他當

年頗有傍「大款」的感覺。當然我知道，

並不是我的物質基礎比他好他看上我了；

而是我的一句話，我說：「我的性格像日

本女人，我很溫柔的。」他說他相信，就

這一句話把他搞定，我很得意，覺得他

「傻」。

我們有了一個小家，一個極其簡陋

的家，筒子樓內，二十幾平米，八家共用

一個廚房。下班後左鄰右舍都在廚房裡

忙，真是鍋碗瓢盆交響曲，我拿你一根

蔥，你借我一顆白菜，生活雖不富裕倒也

其樂融融。再後來，我們有了兒子。對兒

子的愛，那真是發自內心，當母親的都有

這種體會，那是我們身上掉下來的肉，為

兒女，我們當媽媽的可以無私奉獻，甚至

可以為他們獻出生命。當然，我也有溺愛

的時候，也慣著孩子；還好，丈夫比較理

性，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他不慣孩子。兒

子現在是個大小伙子了，他不嬌氣，能吃

苦，是個懂事的孩子。

記得我兒子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我懷念我們那溫馨的小家」，其中說

道：「我們搬家了，搬進了一所大屋子，

爸爸、媽媽很高興，恨不得天天讓親戚朋

友來參觀。他們領著朋友一間房一間房地

看，這個廚房不小吧！兩個衛生間很方便

了，小花園裡可以種種花。他們很陶醉在

朋友們的誇獎裡，他們誇誇其談，在別人

的讚揚聲中滿足了他們的虛榮，他們卻忽

略了我的存在……。我懷念那過去的日

子，雖然那會兒窮，雖然那會兒房子小；

但是我懷念我們那溫馨的小屋。」我的兒

子挺厲害吧！丈夫說過：「兒子比我強，

我比他虛榮。」

虛榮虛空

誰不虛榮呢？我也虛榮心很重，我也

很看重物質上的享受，羨慕別人穿得好，

有更大的房子，有更好的車子。我也喜歡

買衣服，哪個女人不喜歡漂亮呢？我希望

自己打扮得漂亮，我還希望把丈夫打扮得

也年輕蕭灑。當太太的都知道，當別人誇

妳丈夫的時候，實際上就等於誇妳呢！可

是丈夫有時真不給我爭氣。

有一年出國旅遊，很多人都說那裡

皮鞋好，幾乎人人都選購了自己喜歡的款

式；而我的丈夫就是不買，他說太貴，堅

持要在國內買便宜貨。回來後他倒真實踐

keeping Mark in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2. 翁嘉翡信：

Will do! Pray God’s mighty healing 
power will restore everything! Also praying 
for smooth surgery and God will empower 
surgeons hands! Amen 

3. 甘幼蘋信：

藉著大家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

助，Mark會度過危機，終必平安！阿門！

4. 林呂寧華師母信：

為Mark 禱告，求神恩手醫治，求神給

予最好的醫生來醫治他身體上的創傷。同

時求聖靈工作，當他甦醒之後，願意接受

主耶穌基督作為生命的主。

5. 曾惠蘭信：為Mark 手術禱告，藉由

醫生順利完成手術，也求主賜王教授和健

華更多的信心，祈求主憐憫能讓Mark靈魂

得救！阿們！

6. 施梁國冰師母信：求主醫治Mark身
體靈魂都得救，加王教授，健華力量和信

心，恩典倍添。

◎轉西南國語教會為Mark代禱
1. 求神醫治大能完全臨到，並賜下平

安給每一位家人！Angela
2. 為 Mark禱告，願耶穌親自同在保

護，並且賜下聖靈的醫治，也賜下平安給

家人。王克強牧師

3. 主啊！我們呼求袮賜下醫治與平安

給Mark並加添信心與他家人。Lisa吳
4. 饒健楊蓬蘭也為Mark代禱。

5. 執事會主席古秉勳信：我們正在為

他Mark禱告！求主憐憫保守他，祝福醫生

的手術順利進行完成。

6. 劉華華：(西南國語教會/橄欖樹小詩

歌班三位古秉勳，劉華華，Angela)
我們在教會練詩中得知Mark 的消息，

立刻中斷練習，三人提名呼求禱告，求告

耶和華超自然的能力彰顯，醫治的大能

臨到Mark, 並且在此時此刻安慰王教授全

家，賜平安意念在心中，完全仰望依靠

主，一同經歷神的恩典！

7.王建民信：感謝上帝保佑恩典，求

主継續保守看顧日後復健的恩眷！

了他的想法，花了兩百

多塊錢買回三雙皮鞋

來，說是清貨處理，撿

了個便宜。一上腳才知

道，全是仿皮的假貨，

一點氣都不透，根本不

能穿，真是把我氣得不

知怎麼數落他好。他就

是不明白，你穿得體

面，我臉上也有光彩

啊！

我買東西喜歡討

價還價，比如在服裝市

場買衣服，為了五塊

十塊，我不厭其煩，

甚至能花上一個小時，

直到對方讓步為止。那

時我就很得意，佔到便

宜了，我很滿足，很

高興。我從來不會換位思考，去為對方著

想。我喜歡別人送我東西，丈夫下班進家

門，大包小包，吃的、用的都是朋友送的

禮，我真是高興。當然我更希望丈夫把更

多的錢掙回來，數錢時我臉上的表情應該

是很燦爛的。那幾年我真的把錢看得很重

要，我認為有錢就有安全感，就有幸福。

改革開放後，整個社會的風氣都偏

向浮躁，許多人都在追逐物質、金錢、住

大房子。一九九○年，丈夫辭去研究所副

所長的職務，下海與別人搞公司。十幾年

來，幾起幾落，一會賺了，一會賠了；一

會讓朋友坑了，一會又碰上欠錢不還的甲

方。總之，勞累、操心、擔驚受怕。那十

多年，他幾乎沒歇過星期天，大年三十他

能在工地卸貨，大年初一他能在外面值

班。家對他來說像個旅館，我是他的保

姆，他能在外地出差一走幾個月，這個家

不再有溫暖，總是我一個人。雖然房子大

了，口袋裡錢也多了；但我卻開始煩躁

了。總之，不開心，生氣，發脾氣。那時

快樂似乎很短暫，有許多漂亮的衣服幾乎

沒怎麼穿就封存在櫃子裡了，那一時的

美，一時的快樂似乎也一同扔進了櫃子

裡。

信仰力量

有一天，丈夫的一個朋友來家裡做

客，他們聊起了信仰問題，我從來沒接觸

過這類問題，也聽不懂。那時候我心裡很

空虛，除了上班，下班就是忙家務，加之

更年期的反應，常常有一種莫名的煩躁。

我也想改變生活，讓自己充實一些，於是

帶著好奇的心，找了個伴兒去朋友家看看

他們聚在一起做些甚麼。一開始我就覺得

氣氛挺好，大家在一起挺坦誠的，也很友

善。我的朋友說：「怎麼在一起學習，

檢討自己像文革時的天天讀，鬥私批修

啊！」我們這個年齡階段的人，經過那個

荒唐的十年，把毛澤東當神了，天天學他

的著作和語錄，叫做一天不學問題多，兩

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朋友說

她不太能接受，她不來了；而我還是去聽

佈道的人都講些甚麼。

慢慢地我聽明白了一些道理，過去不

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現在明白了，「人

人都有罪，需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以

前的許多行為真的是有問題。經過一段

時間，我接受了耶穌做我的救主，上帝揀

選了我做祂的孩子。二○○五年我接受了

洗禮，受洗那天，我興奮極了，覺得渾身

都輕鬆，走起路來神采飛揚。我不禁問自

耶穌的愛

為Mark守望代禱
近日9-18接獲

好友健華來信告知

要緊急代禱：次子

M a r k跌倒撞到頭

部，已送醫急救，醫生診斷頭內出血要

開刀。請代禱，謝謝。他血壓250。剛剛

收到訊息，頭手術進行時，發現有出血性

中風，要另找醫生作手術，求主憐憫，讓

Mark 能有時間有機會信主。

稍後又來信說：我和曉明、大兒子為

立去Mark 家，看到他趴睡在浴室地上，

我們看他這樣睡不舒服，就翻轉他想讓他

躺平，結果曉明發現他臉有撞到的狀況，

臉也髒，我找了紙巾沾水把他的臉、手擦

了好幾道才擦乾淨，也把地擦乾淨�我們

叫不醒他�曉明就打了911�感謝主，他

們動作很快，就送往醫院，當時我們不知

道會送那個醫院，好像是他們評估決定的

醫院聯繫，過30分鐘，回ICU。醫生說他

是bleeding stroke。
筆者回信給健華：你們夫婦自己多保

重，不要急。凡事交託信靠主，相信藉此

次主要拯救他的靈魂，復興Mark。主許可

他發生此事，必有祂的美旨美意。

鼓勵曉明對兒子說話，告訴他你們

愛他，《角聲天使團隊》暨「西南國語

教會」許多朋友暨《角聲》策劃委員與

同工們都關心他，為他禱告，主耶穌也

愛Mark，要帶領Mark 經過死蔭的幽谷，

Mark必不至遭害，在幽谷中Mark你有基

督耶穌的真光照亮你的路上，你要跟隨耶

穌的真光行，因著耶穌所受的鞭傷，使你

得醫治，因著耶穌所受的刑罰，使你得平

安。你如羊走迷了路，如今我宣告Mark 
你要歸回我們靈魂的大牧人圈中，永不離

開。

主耶穌，求祢因你僕人王教授，使女

健華的緣故，恩待Mark,我們靜心耐心等

候你醫治的作為，我們知道祢是耶和華拉

法-醫治的神。阿們。潘思牡

9-18
◎《角聲天使團隊》Mark守望代禱
1. 任遭何事不要驚怕，天父必看顧

你；必將你藏他恩翅下，天父必看顧你。

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

顧，他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

願主親自為他動手來醫治。美蘭

2. 周光祖：代禱，阿們！

3. 求神同在，醫治！薛輝

4. 求主醫治，代禱。周武籐牧師

5.為Mark 手術禱告，求神藉醫師及醫

療團隊醫治孩子！也加添王教授及健華信

心及力量。袁昶黎長老

6.松玉來信：求主憐憫！求主救助！

神已經聽到您、我們大家的禱告了！他會

得醫治的！因為神感動健華他們去看他，

讓他得醫治！有信心！

◎轉角聲友人為Mark 手術禱告
1. Nancy, David來信：David and I are 

◎ W 姐妹

◎趙　明更豐盛的生命

我是一位比較喜歡安靜的人，喜歡大

自然、特別對自然景象和地理環境有著強

烈的興趣、也有很多的疑問得不到解答。

旅遊是我的最愛。

以前我每到一處有佛必拜。信佛二十

幾年了。總想把自己活出菩薩心。我的謙

卑和寬容並沒有換來好的結果。生命中也

遇到問題越來越多，我檢討自己，我改變，

我接受，我尋求， 我無能為力，我更無法

改變。我深陷在痛苦和無奈中。突然一天

我身體意外跌倒，身心靈非常俱疲，我每

天站在家裡後院向天地說話！

謝謝耶穌安排迎主教會的周師母在今

年向我分享耶穌的救恩 ， 讓我認識這位元

創造宇宙萬物至高的真神。  周師母問我願

意一起查聖經學習分享，我說好啊！從查

聖經開始我聽到了不同的學習，神的話語

聖經深深吸引了我。

在查經分享結束後， 周師母帶領我認

罪悔改，釋放禱告，我第一次聽到為惡人

和傷害自己的人要饒恕他們，還要為他們

祝福禱告，這樣的信仰震撼了我。讓我感

受到耶穌的愛寬容與偉大。

這麼多年積壓在我身心靈中的各種事

情，以前在道教裡面拜佛的各種的罪，在

每一次的認罪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釋放

禱告後，有的東西從腳上出去、有的東西

從肩上出去、有的東西從手指出去、有的

東西從頭上出去，真是太奇妙了，讓我經

歷到耶穌的名在宇宙中的大能！

這一輩子的罪惡就這樣在每一次認罪

悔改醫治釋放禱告後，我現在身體輕鬆了，

感覺身上重擔沒有了，心中也充滿了喜樂 。
感謝耶穌來拯救我。謝謝耶穌愛我，

把我從世界魔鬼的權勢裡拯救出來，進到

耶穌光明的國度，我接受耶穌成為我個人

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永遠跟隨

耶穌到永恆的天堂！感謝主！榮耀歸給耶

穌基督！阿門！

己：這還是我嗎？怎麼一切似乎在轉變，

老我在死去，我又開始了一種新生活，開

始了新生命。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也似

乎明白了人的渺小，和應該怎樣活出價值

來。

信主耶穌後，我內心起了很大的變

化，心中有平安，有喜樂。上班路上，我

常常一邊走一邊為很多人禱告。在單位

裡，在同事朋友中我主動地、盡力去幫助

別人，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我不再要求

人人都愛我，而我卻要有愛心，去愛大

家。我覺得我也有奉獻的精神了，我更體

會到了幫助別人後的那種快樂。主耶穌

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

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路加福音四4）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約翰福音十10）主讓我經歷了

祂的慈愛，讓我懂得了要有一顆感恩的

心，當我們還不知道為自己的罪求赦免

時，祂已經為我們預備了救恩。

我信主之後的一切變化，感受最深

的是我丈夫。他不是總忙嗎？從來不正常

下班，節假日也不休息。我經常打電話給

他，問他幾點下班回來吃晚飯，他經常說

今天要請客，或者是被別人請，我真是氣

不打一處來，經常是電話一摔，你愛回不

回，我不管你了。現在我變了，我不再跟

他急了；相反地，我只是叮囑他，回來太

晚開車小心點，少吃飯多吃菜，別太累著

了。我說話的口氣真的是充滿愛的情感。

他後來講，我的電話可溫柔了，他很受感

動。我信主後有愛心，他也不受氣了，慢

慢的他反倒變得自覺，要回家吃太太做的

晚飯，盡量不請客，也少被人請。

真的很奇妙，主耶穌改變了我，我的

變化又深深觸動了丈夫。他開始大量的看

書，看牧師佈道的光盤，了解那些中國學

者在海外經歷的心路變化的過程。在我成

為基督徒的第二年，他也做了決志禱告。

那天我激動的不得了，淚水嘩嘩地流。我

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在我丈夫決志時，更

是淚流滿面。他的太太感慨的跟我說：

「我公公去世時我都沒見他這麼流淚！」

感謝主，祂的力量真是神奇！我深知我的

丈夫，他是不會輕易信甚麼的，他是個愛

讀書的人，自認為很有主見和判斷力。我

們幾十年來受的都是無神論教育，他能信

主耶穌，是上帝在作工。當然我還希望他

能受洗，告別舊我，成為一個有主新生命

的人。我要禱告，祈求上帝眷顧他，眷顧

我們全家。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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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先是蘿拉後有貝塔  颶風中的孤島

北加州現值卡發放  銅板迴響愛心樂曲

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邊境地區居民，還沒從致命的九月

初四級颶風蘿拉（Hurricane Laura）的驚嚇中平復，

緊接著又面對另一個轉為熱帶性低氣壓貝塔（Beta）所狹帶

的強沛降雨......。

◎ 山火遍燒北加州

◎ 裝滿兩個愛心竹筒

◎ 不符聯邦救助資格

◎ 災情中的孤島

採訪：劉本琦、黃禾力 / 作者：王偉齡

作者：張今寶

9
205

 9月18日與19日，慈濟德州分會休士頓的志工趕緊將物

資帶到兩個多小時車程外的橙縣（Orange County，TX）發

放，那裡有600多戶沒有房屋保險的居民，他們的住家全毀

或是嚴重毀損，但卻得不到聯邦政府的協助。

 橙縣法官約翰·高希亞（John Gothia）說：「德州區域

的蘿拉颶風災區，尚未被聯邦政府宣布為聯邦救災對象。必

須要有800戶以上沒有房屋保險的屋子受損，才符合資格。

」居民們成了制度下的犧牲者。

 不捨災民陷入絕望，橙縣政府組成自救會，慈濟人遠

從他方趕到，和其他非營利組織聚集在橙縣的克萊本河岸

公園（Claiborne West Park）暫時設立的多組織資源中心

（Multi Agency Resource Center），聯合進行得來速的急

難物資發放。

 慈濟人在分裝物資包時考量到許多災民住宅全毀無法煮

食，物資包放入只要加水不需用電就可以食用的四大袋28

份香積飯、兩袋八包的香積麵、一條環保毛毯、10只醫療口

罩、和一本靜思語及慈濟簡介。

 在聯合發放中，志工到救世軍（Salvation Amry）帳篷

處了解情況。此次救世軍和聯合勸募（United Way）攜手，

正在想方設法為災民募集資金但困難重重，由於媒體對德州

的蘿拉颶風災區琢磨甚少，多數聚焦在路易斯安那州災區，

令外界善款多湧入路州。

日期：2020年10月17日 (六) 德州時間下午6點
慈濟美國官網直播：tzuchi.us/zh/concert

慈濟美國臉書直播：facebook.com/TzuChiUSA

請透過下列方式護持本次音樂會： 
立即捐款或音樂會贊助：
tzuchi.us/zh/TogetherWhileApart#donate

音樂會直播中捐款：facebook.com/TzuChiUSA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猛烈衝擊美國家庭，唯有愛，能膚慰
傷痛。慈濟美國在全美各社區不斷動員，化慈悲心念為行動，
一步步弭平疫情對社會、家庭、和個人造成的傷害，在接近歲
末時節，慈濟美國將首度於10月17日星期六，在雲端舉辦「慈
善感恩音樂會」，凝聚眾人之力馳援全美陷入困境的家庭。
 若您願意成為慈善感恩音樂會的贊助者，我們將會在慈
濟美國的多媒體（如活動網站、電子報、社群媒體、或音樂
會直播時的銘謝字幕⋯⋯等），致上對您的感謝。請聯繫慈
濟美國德州分會洽詢贊助項目，地址：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270-9988

 預防勝於治療。進入秋季，感冒流
感的季節也到了，慈濟德州分會將舉辦
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活動，幫助民眾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持續蔓延之際，一起
來預防感冒發生施打流感預防針。本次
活動提供一百劑流感疫苗，並將發口罩
結緣品與大家結緣，數量有限請早到場
以免向隅。

 為顧及民眾健康並維持社交距離，本次活動採取得來
速 (Drive-thru) 方式在慈濟靜思堂停車場空地進行注射，現
場另設有為步行者（Walk-in）服務的注射站。參與活動的
民眾請配戴口罩，並準備好身份證明，有保險者請攜帶保險
卡，無保險者也歡迎參加，志工將協助填寫各項表格。如有
疑問請電洽德州分會：713-981-8966，713-270-9988

 因人們在傳統市場內宰殺動物販售，讓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全球，重創生命與經濟。在
此世紀疫情的當下，慈濟美國深刻反省催生成立「素
行動聯盟」，廣邀餐廳和蔬食產品製造商，共同推動
飲食潮流2.0，讓吃素成為方便、美味、營養、有趣
的飲食選擇。讓我們攜手，大範圍大規模推動茹素理
念，為地球和人類的永續而努力。
 參與的餐廳和食品製造商僅需以素餐點為主，提
供產品折扣或優惠，即可加入「素行動聯盟」。合作
夥伴將獲「素行動聯盟」為您的餐廳設計和推廣優惠
折扣的宣傳品，一旦您確認後，就可開始使用並進行
媒體宣傳。

慈濟美國雲端慈善感恩音樂會慈悲的飲食
文化變革

2020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

 其他組織有的提供個人衛生包，紅十字會則是提供糧

食。讓志工欣喜的是，紅十字會的食物中，有素食選項，包

括用黑豆做成的素漢堡。發放時曾聽聞慈濟的天主教的慈善

組織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在現場看到慈濟志工

投入賑災，特地前來以愛相會，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此外橙縣附近的企業在新冠肺炎疫情損失慘重，颶風又

重創社區，可捐助的資源少之又少。救世軍和聯合勸募僅能

提供災民有限的援助：一份沃爾瑪（Walmart）、HEB等大

型賣場總值70美元的禮品卡，一些大型塑膠製儲物箱，讓災

民在強風勁雨中，放置所剩不多的可用物品以保持乾燥。

 來領取物資的七十個家庭，好多人仍舊心有餘悸，有些

居民死亡擦身而過：「一棵樹直接斷落在我兒子房間裡⋯⋯

」、「我被撤離到休士頓地區，但班還是要上，每天開單趟

兩個小時的車回橙縣上班⋯⋯」

 一位帶著孩子逃難的母親說：「我們帶著三個孩子寄住

朋友家，但如果幾個禮拜內再找不到住處，我們全家就會淪落

街頭。我們沒有房屋保險，沒有錢可以重建⋯⋯」當志工把物

資包放入這位母親的後車廂時，車子的駕駛座傳來陣陣令人心

碎的啜泣聲⋯⋯橙縣近六百戶家庭，正面臨相同的景況。

近一個月了，上千位居住仍待在臨時庇護所，晚上可以蓋的
棉被也無，志工發放時送上環保毛毯。攝影／劉本琦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前往蘿拉颶風災區橙縣，展開物資包發放。
攝影／劉本琦

山火災民內夫塔利提到證嚴法師滿滿
是愛的英文慰問信所帶給他的感動
時，臉上猶見淚痕。攝影／廖瓊玉

慈濟志工告訴我，今天領的現值卡，都是各地的人在

愛心竹筒裡日日累積銅板匯集而來，我的後車廂裡「
累積一大袋銅板，我也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災民內夫塔

利 （Neftali）將一大袋銅板倒滿兩個愛心竹筒，他和身邊的

慈濟志工聽著銅板倒入時嘩啦嘩啦的聲響，猶如演奏一首愛

心迴響曲，臉上盡是愉悅的笑容，揮去了近日因山火受災帶

來的陰霾。

 北加州自八月中旬起因大型山火肆虐受創嚴重，慈濟美

國北加州分會隨即動員志工，規劃關懷協助災民計畫，迅速

在9月13日於聖塔克魯茲社區協助中心（Santa Cruz LAC）

完成首日災民現值卡發放，緊接在9月19日繼續為災民發放

現值卡，讓在山火中匆忙撤離、住宅受損的災民，得到即時

的生活資助可暫度難關。

 此次山火遍燒，北加州各處皆傳災情，加以仍處於疫情

期間，北加州志工的災後援助工作改採雲端服務。災民上網

登記後，志工立刻以電話膚慰，關懷確認受損情況，再安排

災民前來各地慈濟現值卡發放設點處領取生活補助。

 9月19日在聖塔克魯茲社區協助中心進行的第二次現值

卡發放，有29位災民來領取現值卡，志工還為災民送上毛毯

與布口罩，讓遭受疫情和山火雙重打撃的災民，獲得溫暖的

關懷。

 災民內夫塔利在9月19日這一天，到聖塔克魯茲社區協

助中心領取現值卡，住在灣區南方海邊的他，原本經營一

家衝浪板製作工作室，受到聖塔克魯斯山脈閃電複合山火

（CZU Fire Complex）影響，不僅住房全毀，連工作室也

受波及，所有的生財工具皆受火焚，損失慘重。

 內夫塔利在領取現值卡時聽到志工吳淑惠念出證嚴法師

的英文慰問信，他十分地感動流淚地說：「我感受到信中滿滿

地愛，心中百感交集，又是憂傷，又是喜悅。」當志工解釋現

值卡是來自每一個人投入在慈濟愛心竹筒的銅板點滴累積而成

時，內夫塔利想起了他放在車上累積了一年多的一袋銅板。

 內夫塔利隨即

將車上的一袋銅板

捐助給慈濟，希望

幫助更多的人。他

說：「這是我存下

來的急用基金，今

天這急用基金找到

了家。」一大袋銅

板裝滿了整整兩個

愛心竹筒，志工謝

加州嚴重的山火和仍未平息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創
著居民的生活，慈濟美國『有愛無懼・慈悲相繫』
行動，正在為災疫進行中長期重建而努力。這將是
比面對災疫當下更艱辛的一條路，我們
將帶著愛的物資和關懷，一路陪伴。邀
請您一同加入：tzuchi.us/donate/zh

北加州山火災民
從志工口中得
知，慈濟發放的
現值卡，都是各
地的人在愛心竹
筒裡日日累積小
小的銅板匯集而
來，深受感動，
也在現場回饋捐
出累積已久的一
大袋銅板，幫助
需要的人。
攝影／廖瓊玉

明玲取出其中兩個銅板放入一個新的愛心竹筒，並交還給內夫

塔利微笑解釋：「讓您的愛心繼續投注下去。」內夫塔利表示

未來他的工作室再重新開始，他會將愛心竹筒放在店中，對每

一個上門的客人，解釋愛心竹筒的來處還有未來的去處。

 內夫塔利在離去時，帶著現值卡、毛毯、布口罩，還

有裝著兩個銅板的愛心竹筒，開心地向慈濟志工們道謝說： 

「我很快會帶著裝滿的竹筒回來看你們的。」

 流淚地災民因即時的現值卡援助而有了笑容，在憂傷中

因為慰問信的關懷而得到溫暖的喜悅，慈濟志工為災民獻上

關懷，為未知的明日帶來安定的力量。

日期時間：2020年9月27日 (星期日)，上午9:30至11:30

地址：慈濟德州分會停車場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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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網上講座活動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網上講座活動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

德州分會網上講座活動德州分會網上講座活動
時間時間：：99 月月 2727（（星期日星期日））

下午下午22::0000--33::0000
主講人主講人：：Daisy ChuiDaisy Chui 徐偉徐偉

娟娟

獨立保險代理人獨立保險代理人，，擁有多年保擁有多年保
險經驗險經驗,, 服務範圍包括醫療保服務範圍包括醫療保
險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人壽保險和長人壽保險和長
期護理期護理。。

主題主題：： MedicareMedicare 101101
瞭解聯邦退休醫療保險瞭解聯邦退休醫療保險((俗俗

稱紅藍卡稱紅藍卡））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何時可以申請何時可以申請
**申請註意事項申請註意事項
*Medicare, Medicare Ad*Medicare, Medicare Ad--

vantage, Medigapvantage, Medigap 和和 Part DPart D

**如何選擇合適的如何選擇合適的 MediMedi--
care Plancare Plan

（（主辦人主辦人：：副會長李震臺副會長李震臺
Judith Lee)Judith Lee)

Topic: MedicareTopic: Medicare 101101 --瞭解瞭解
聯邦醫療退休保險聯邦醫療退休保險 ((紅藍卡紅藍卡））

Time: SepTime: Sep 2727，， 20202020 ，， 0202::000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
ada)ada)

Join Zoom Meeting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https://us0202web.zoom.us/j/web.zoom.us/j/

8682540750086825407500?pwd=?pwd=
aa33gyMGcgyMGc00MGVGdMGVGd2525PbPb--
FYFY55UzlRUXIwUTUzlRUXIwUT0909

Meeting ID:Meeting ID: 868868 25402540 75007500
Passcode: gfcbwPasscode: gfcbw

【本報訊】六十多年前，生計食品
重金禮聘了慈禧太后御膳房中的點心名
廚，時隔半個世紀，生計由第一代師傅
所傾囊相授的獨門點心製作技術，代代
相傳至目前的第三第四代大師傅，雖然
歷經新舊師傅的交接傳承，但是生計始
終堅持著當初為太后細心準備精緻月餅
之心態，無論在色、香、味、美方面均
力求完美，製作中一絲不苟，完全維持

一貫的皇室標準。
在美國一般商家分別由中，港，台

海運來美的月餅早已在三到四個月前就
烘培完成經過一段時間的保存，再加上
長途運送的時間，消費者無法體驗到第
一時間的美味。生計食品堅持全程在美
國本地完成所有產品製造的一條龍作業
，從嚴格挑選食材開始，一路到餡料餅
皮完全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衛生

安全，完全通過州政府與聯邦食品檢驗
局之檢驗，保證新鮮。特別是鹹蛋黃，
更是完全符合USDA的衛生標準。為了
顧客的健康，生計食品絕對不用豬油，
只採用純大豆沙拉油，素食者也可安心
享用，並且堅持少糖少油低卡路里的原
則來生產月餅。生計食品是有著六十四
年信譽的老字號，有絕對的品質保證，
無論是送禮或團圓夜的闔府同享，生計

月餅對是您的最佳選擇。
今年一般月餅的市場價格差不多比

往年更高出許多。生計顧慮到經濟不景
氣大家的荷包緊縮，因此盡量吸收成本
，訂出最經濟實惠的價格，讓民眾可以
輕鬆享受美味的生計月餅，做為一年一
度的回饋。去年生計推出了御禮禮盒，
獲得廣大顧客群的熱烈迴響，在今年也
將會是熱門主打商品之一，由於含有多
種口味且份量適中，可同時滿足一家大
小不同喜好，成了店中的人氣商品。御
禮禮盒內有閩南名點迷你綠豆凸；香酥
濃郁的芋頭酥；迷你小月餅，及廣受歡
迎的鳳梨奶酥，稱的上是現代與傳統的
經典結合。

生計月餅於金山灣區十二家分店及
全美各大華人超市均有代售，也歡迎上
網訂購贈送親朋好友。網址: http://
www.shop.shengkee.com或打免費電話
TEL:1-877-580-8000查詢。美南地區
總代理:美國和樂：832-912-7888

~生計宮廷月餅~
一條龍製作 多重品質保證 送禮最佳選擇

美南地區總代理美國和樂832-91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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