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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2%

21
週年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May 12 / 2019 (Sunday)  10:30AM – 2:30PM
Chung Mei Temple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佛誕節&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Buddha’s Birthday

母親節園遊會

* 佛光寶寶祝福禮
Baby Blessing Ceremony

* 精彩表演
Cultural Performances

* 素食園遊攤位
Vegetarian Food Stalls

* 趣味兒童遊戲
Children Fun Games

* 浴佛祈福法會
Bathing the Buddha Ceremony

* 抽幸運獎
Prize Drawing Tel: 281 495 3100 

www.houstonbuddhi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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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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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慎教授白先慎教授，，施慧倫博士向州政府參眾議員施慧倫博士向州政府參眾議員
遞交遞交UCA(United Chinese American )UCA(United Chinese American ) 五點說明五點說明

2019年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中華武術展
暨第六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上周末舉行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休士頓中華公所
將於 5 月 11 日（星期
六）上午11時至下午2
時 ， 在 Eldridge Park
(2511 Eldridge Park ,
Sugar Land TX ), 舉行
郊遊野餐，預計將有
中 華 公 所 26 個 社 團
200 多人參加，會中還
有 Bihgle Games , 烤雞
腿及多種餘興等活動
，還有豐富的抽獎節
目，幾乎人人有獎。
入場券每人8元，五歲
以下免費。請電聯絡
人 ： 陳 苑 儀 Lisa:
281-788-7870, 陳煥澤
Mike:832-282-2828,
王 秀 姿 Elizabeth :
713-858-8781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9 年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中
華武術展暨第六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於上周末（4月26日
至28日 ）在 Westchase Marriott盛大舉行。共有全美五十幾所學校，
表演團體上千人參加。這也是主辦單位由吳而立、羅茜莉夫婦主持的
「宏武協會 」籌備了一整年的心血結晶。

2019 年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於上周六（4月27日）上午九時

半舉行正式開幕式，介紹與會的各大著名武術學校負責人，並由與會
貴賓下場表演聲勢盛大的太極武術，以慶祝世界太極日，並為世界之
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作了聲勢壯盛的開場。

經過熱烈的激賽,各組的總冠軍得主終於誕生如下：傳統功夫大賽
： 「少年組」（10 至 12 歲）Allen Palmer, 「少女組 」（10 至 12 歲
）Li Ying Teng, 「少年組 」（13 至17 歲 ）Zachary Briones, 「少女

組」（13 至 17歲）Karolyn Dai , 「成年男子組 」（18 至35歲 ）
Quentin Lopes , 「成年女子組」（18至35歲 ）Alicia Beavers , 「成
年男子組」（46 歲以上 ）Mitchell Purpera 。武術組： 「兒童組」
（7至 9歲 ）Evan Zhuang, 「少年組」（ 10至12 歲）William Wei ,
「少女組 」（10至12 歲 ）Maggie Cheng And Elaine Wang, 「少年

組」（13 至 17 歲 ）Haitian Tan, 「少女組 」（13 至 17 歲 ）Jean
Hoang 。 傳統太極大賽： 「少年組 」（17 歲及以下 ）Zachary Si-
ytangco, 「少女組 」（17 歲及以下) Lucy Zhang, 「成年男子組」
（18 至 45 歲）Javier Rodriguez, 「成年女子組 」（18 至 45 歲 ）
Zoe Siytangco - Johnson, 「成年男子組 」（46 歲及以上）Mark
Rinkerman, 「太極大賽」（女子組 ）Veronica Tam, 其他內功：
（男子組 ）Richard Mertens, ( 女子組 ）Sharon O'Brien。

中華武術展暨第六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於4月28 日（
周日 ）上午十時半舉行。當天頒發今年度獎學金得主為：Lucy
Haigan 及Jonathan Maxwell , 每人獲得獎學金美金一千元。並頒獎給
上述競賽得獎人。而來自休士頓、奧斯汀 , Plano, 達拉斯 , 路易斯安

那及國際性的各大武術團體及個人分別在頒獎典禮上表演，出眾的武
術演出，令全場大開眼界，頗收觀摩與學習之效。

上周五 、六 、日三天還安排了來自密蘇里州蘇師父，來自加州
的楊俊敏師父及本地胡鄰師父、楊俊義師父等人各開專場（Work-
shops )指導武術、氣功、擒拿、太極等武術，令與會者獲益菲淺。

休士頓中華公所郊遊野餐

（（ 本報訊本報訊 ））五月一日在德州政府五月一日在德州政府Austin CapitalAustin Capital，，正式建立的正式建立的Heritage of Asian AmeriHeritage of Asian Ameri--
can Daycan Day，，德州立法院眾參兩院通過德州立法院眾參兩院通過。。施慧倫博士施慧倫博士和休大的白先慎教授和休大的白先慎教授，，代表代表UCA (UnitedUCA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Chinese Americans), 向德州的華裔參議員以及醫學中心所在的眾參兩院的議員向德州的華裔參議員以及醫學中心所在的眾參兩院的議員，，遞交遞交UCAUCA
的五點聲明的五點聲明，，警示美國華裔科學界在目前美中關係下警示美國華裔科學界在目前美中關係下，，有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威脅和威脅和
racial profilingracial profiling。。

圖為所有得獎者與主辦圖為所有得獎者與主辦、、贊助方在頒獎後合影贊助方在頒獎後合影。。 主辦方宏武協會吳而立主辦方宏武協會吳而立（（ 右右）） 、、羅茜莉羅茜莉（（左左 ）） 頒發獎頒發獎學金得主學金得主。。

圖為中華公所圖為中華公所（（左起左起 ））周明潔周明潔、、鄭雅文鄭雅文、、王秀姿王秀姿、、蔡先生在記者蔡先生在記者
會上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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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舉行
黃春蘭、嚴杰新舊主委交接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
國慶籌備會，於 4 月 28 日下午 3 時在僑教中心
203室舉行107年總結會議及108年籌備會新舊
正副主任委員交接典禮，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各僑團領袖蒞會。

107年主任委員嚴杰在會中致詞，感謝團隊
以及所有社團和義工人員的努力貢獻，同時頒
發感謝獎牌給團隊成員們。在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監交下，嚴杰主任委員把印信交給新任主任
委員黃春蘭及副主任委員黃初平。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都感謝籌備會熱心努力
，近年來慶典活動都超過20個以上，每一場都
成果精彩極緻亮麗，今年是台灣關係法40週年
，希望可以將台美友好關係的元素結合在活動
中。

108年雙十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委員致詞

，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出來為大家服務，召
集各社團籌劃國慶活動。創業維艱何況是開國
立業，感謝革命先烈流血流淚，才有我們今天
自由民主的社會。我們今天在這以感恩的心歡
慶中華民國一百零八歲的生日，我們是多麼地
幸福，享受前輩們辛苦耕耘的成果，前人種樹
尚須後人澆水灌溉，今天我們以無比歡喜的心
情，手牽手同心協力一起來辦國慶活動，為我
們的祖國獻上我們的熱情和支持。今年除了國
慶升旗典禮暨茶會、餐會外，我們也籌劃了各
式各樣不同的活動，希望能吸引老、中、青、
少不同年齡層次，不同嗜好的僑胞，來共襄盛
舉我們的國慶。比如說，今年我們會辦對身心
有益的球賽：像休士頓客家會與Golden Club合
辦的高爾夫球錦標賽以及中央大學校友會辦的
國慶盃網球賽。還有六項文藝特展，有著名的
高雄美濃窯，客家會特地從台灣運貨櫃只來休
斯頓展出，還派老師來講解；還有台灣畫、畫
台灣，懷鄉水彩畫展，作為台灣美術文化的傳

承；中文學校聯誼會小朋友的國慶海報展；攝
影協會的攝影展，西畫社的西畫展；還有四海
同心會的書法展。我們也有腦力激盪賽像交大
校友會辦的橋牌論對賽。另外，我們還安排有
精彩的文化活動，像僑委會的美洲巡迴文化訪
問團，今年派出舞鈴劇場，它是由一群年輕表
演藝術家，以一個跳脫傳統劇場思維、全新的
表演型式，帶領觀眾進入超越想像的舞台世界
，有 「台灣版太陽馬戲團」的美譽。此外還有
三民主義大同盟辦的小花博，華商經貿聯誼會
辦的青少年語音多媒體競賽，以年輕人的方式
表達他們對台灣之愛。我們還籌劃了演藝論壇
，千歌萬舞原鄉情的綜藝節目來宣慰僑胞。辦
活動當然也少不了深受大家喜愛的美食，所以
今年眷村美食又要出籠了，休士頓的鄉親朋友
我們有口福了。今年的僑商策略是以 「投資台
灣」為主軸，所以我們也準備了一個投資理財
的講座，請來經文處徐組長炳勳為我們講投資
台灣，還有張南廷也為我們分析股票市場以及

投資理財的管理方法安穩我們的退休生活。同
時我們也為即將退休的僑胞準備社安健康保險
講座。鼓勵大家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一起來把國
慶活動辦得有聲有色，皆大歡喜，感謝大家的
支持。春蘭在此向您鞠個躬說聲：感謝您。

黃春蘭主任委員介紹中華民國108年休士頓
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春蘭，副主
任委員黃初平，顧問嚴杰，諮詢委員會黎淑瑛
、張世勳、陳美芬、吳光宜、葉宏志、葉德雲
、王敦正、鄭昭、劉秀美、黃以法。法律顧問
鄭佩玲，公關劉秀美、劉志忠，秘書長陳瑩，
財務長鍾宜秀。

國慶系列活動主辦社團：各承辦社團負責
人。活動組陳意欣、鍾欣妤。總務組郭蓓麗、
裴俊莉、陳煥澤。票務王妍霞，文宣李嘉雯，
特刊編輯組王孟瑀（總編）及各承辦社團負責
人。攝/錄影多媒體謝慕舜，音視頻多媒體戴啟
智。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參與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Fest活動
（本報訊）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

灣書院參與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
as Center) 5 月 11 日的 Asia Fest 活動，演出 「台
灣民謠組曲」，以打擊樂及電子鋼琴合奏方式
演奏 「望春風」、 「草螟弄雞公」、 「丟丟銅
」、 「四季紅」4首台灣家喻戶曉的台灣民謠。

此次活動可在休士頓亞裔月呈現台灣文化
軟實力，加深各亞裔族群對台灣的認識。本年
特別邀請2位來自台灣的打擊樂演奏者李采倩及
鋼琴家邱韻庭，合力演出特別為打擊樂及鋼琴

合奏之最新編曲，讓觀眾有一次別開生面的音
樂饗宴。

此次演出除電子鋼琴為主旋律外，將由打
擊樂器進行千變萬化的協奏，演出者將運用排
鼓、木琴、小鐵琴、鑼、木魚，汽笛等等，以
輕快、幽默的方式演奏台灣民謠，把台灣傳統
鄉間小調夾雜著逗趣、歡笑的特質，做完美的
詮釋。

打擊樂演出者李采倩，生於台灣高雄市，
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主修中

國擊樂與西洋擊樂。中國擊樂師從施靜華、李
慧、蕭夙晴、邵淑芬、黃純鈴。西洋擊樂師從
朱崇義、王小尹。十數年來演出經歷累積百場
。曾任小巨人絲竹樂團團員,台北市立青年國樂
團團員、天鼓擊樂團團員。

鋼琴演出者為邱韻庭，生於台灣台北市。
從小自4歲開始習琴，就讀台北市福星國小音樂
班、南門國中音樂班、復興高中音樂班、文化
大學西洋音樂學系，並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音
樂學系西洋音樂組碩士班，主修鋼琴。曾師事

張珊卿、林香蒂、彭聖錦、廖培鈞。副修小喇
叭，曾師事莊燕德、陳長伯、聶中興、葉樹涵
。曾於 2013 年 6 月舉辦邱韻庭鋼琴獨奏會。
2017年12月擔任休士頓玉佛寺 「菩提合唱團」
鋼琴伴奏。

此次演出將於 5 月 11 日(週六)下午 2:30PM
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出，誠摯邀請大家前往
參加欣賞，為台灣鄉親鼓勵打氣。該中心地址
為：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電話: 713-496-9901。

休士頓休士頓107107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團隊及嚴杰主任委員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團隊及嚴杰主任委員（（左六左六），），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右六右六），），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五右五
））在總結會議中合影在總結會議中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在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在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左二左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任（（右二右二））的監交下的監交下，，嚴杰主任委員嚴杰主任委員（（右一右一））把印信交把印信交
給黃春蘭新主任委員給黃春蘭新主任委員（（左一左一）。（）。（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一左四一左四）、）、僑教中心陳奕僑教中心陳奕
芳主任芳主任（（一右三一右三），），黃春蘭主任委員黃春蘭主任委員（（一左五一左五）、）、黃初平副黃初平副
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一右二一右二））與與108108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團隊合影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團隊合影。（。（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錢被建商賺走了錢被建商賺走了，，後患由政府承擔這是典型的上游開發後患由政府承擔這是典型的上游開發、、下游遭殃下游遭殃。。錢被建錢被建
商賺走了商賺走了，，後患卻是由政府承擔後患卻是由政府承擔。。光是塔寮坑溪區域排水光是塔寮坑溪區域排水，，就牽涉台北縣和桃園就牽涉台北縣和桃園
縣政府縣政府，，也因為跨縣市也因為跨縣市，，全案最後落得沒有下文全案最後落得沒有下文。。

同時台北縣政府為徹底解決淹水問題同時台北縣政府為徹底解決淹水問題，，建議在林口台地規劃設置三十個滯洪建議在林口台地規劃設置三十個滯洪
池池，，包括各式各樣的公園包括各式各樣的公園、、池塘等池塘等，，減少新莊減少新莊、、五股和泰山地區經常淹水的困五股和泰山地區經常淹水的困
境境。。但緊接著出現的問題是滯洪池該由誰管理但緊接著出現的問題是滯洪池該由誰管理？？林口鄉公所不願意接手林口鄉公所不願意接手，，水利局水利局
人力有限人力有限，，社區更是沒有意願社區更是沒有意願，，因為滯洪池平時雖然美輪美奐因為滯洪池平時雖然美輪美奐，，若沒有好好維若沒有好好維
護護，，萬一積水淹出人命萬一積水淹出人命，，誰都無法承擔責任誰都無法承擔責任。。

一個好的政策在規劃時一個好的政策在規劃時，，從建設從建設、、經費到管理經費到管理，，處處都不能偏廢處處都不能偏廢，，但在台但在台
灣灣，，我們往往只注意到建設面我們往往只注意到建設面，，管理面卻相對被忽視管理面卻相對被忽視，，以致許多工程都無法達到以致許多工程都無法達到
預期效果預期效果，，甚至帶來更大的災難甚至帶來更大的災難。。

因此在設計低衝擊開發時因此在設計低衝擊開發時，，我們認為應該由建商承擔責任我們認為應該由建商承擔責任。。我要求營建署在我要求營建署在
審查都市計畫時審查都市計畫時，，必須和排水審議結合必須和排水審議結合。。建商所提出的開發過程建商所提出的開發過程，，不論是利用透不論是利用透
水停車場水停車場、、綠地或滯洪池公園概念綠地或滯洪池公園概念，，都要證明建築基地中的每一滴水都要證明建築基地中的每一滴水，，都會滲透都會滲透
到地底下到地底下，，同時這些設施要和公共空間相結合同時這些設施要和公共空間相結合。。

除了建築法規明確規範都市設計結合排水審議除了建築法規明確規範都市設計結合排水審議，，目前台大水工試驗所也協助目前台大水工試驗所也協助
營建署編寫設計規範營建署編寫設計規範，，以方便建築和工程在規劃設計時有所遵循以方便建築和工程在規劃設計時有所遵循，，如何讓大部分如何讓大部分
水滲入地下水滲入地下，，先到小系統先到小系統、、中系統中系統，，再到大系統再到大系統。。

講起來似乎簡單講起來似乎簡單，，但在操作上非常困難但在操作上非常困難。。因為單在縣市政府層級就跨越好幾因為單在縣市政府層級就跨越好幾
個局處個局處，，包括城鄉局包括城鄉局、、水利局水利局、、交通局交通局，，假如有水質問題假如有水質問題，，連環保局都要出面連環保局都要出面，，
此時到底由哪個局主導此時到底由哪個局主導，，就需要協調再協調就需要協調再協調。。在中央則跨了好幾個主管的部會在中央則跨了好幾個主管的部會。。

這也就是我一再強調這也就是我一再強調，，政府運作方式要改變的理由政府運作方式要改變的理由。。
中國第一個低衝擊開發區中國第一個低衝擊開發區
我還記得我還記得，，二二○○一二年北京發生七二一水災一二年北京發生七二一水災，，傷亡慘重傷亡慘重，，整個北京幾乎癱整個北京幾乎癱

瘓瘓。。幾個月後幾個月後，，他們派了位前任副市長到內政部辦公室請教我他們派了位前任副市長到內政部辦公室請教我，，我把海綿城市和我把海綿城市和
低衝擊開發的概念跟他說明低衝擊開發的概念跟他說明，，聽完後他直說聽完後他直說，，這就是北京市需要的這就是北京市需要的。。

他問我是否可以去北京幫忙他問我是否可以去北京幫忙，，我說可以我說可以，，只有一個條件只有一個條件，，請北京市政府發一張邀請函請北京市政府發一張邀請函，，頭銜頭銜
是李部長鴻源是李部長鴻源，，我一定義務幫忙我一定義務幫忙。。他很遲疑地問他很遲疑地問，，萬一發不出來萬一發不出來，，怎麼辦怎麼辦？？我告訴他我告訴他，，請他把人請他把人
送來送來，，台大很樂意幫忙訓練台大很樂意幫忙訓練。。

離開內政部後離開內政部後，，北京市立即邀請我到房山區考察北京市立即邀請我到房山區考察，，並在二並在二○○一四年七月成行一四年七月成行。。透過台大水工透過台大水工
試驗所的計畫試驗所的計畫，，我建議將房山打造成中國第一個低衝擊開發區我建議將房山打造成中國第一個低衝擊開發區，，因為低衝擊開發已經是世界趨勢因為低衝擊開發已經是世界趨勢
和潮流和潮流，，若能在房山出現大規模示範區若能在房山出現大規模示範區，，對中國對中國、、對台灣對台灣，，甚至對世界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對世界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深深知道我深深知道，，低衝擊開發要成功低衝擊開發要成功，，關鍵在政府的執行力關鍵在政府的執行力。。中國大陸在建設上中國大陸在建設上，，只要領導願意只要領導願意
做做，，就可以落實就可以落實，，反觀在台灣反觀在台灣，，卻需要說服再說服卻需要說服再說服，，從行政院到立法院都有不同意見從行政院到立法院都有不同意見，，執行並不執行並不
容易容易。。

此外此外，，低衝擊開發是非常新穎的都市發展概念低衝擊開發是非常新穎的都市發展概念，，目前多侷限在新社區目前多侷限在新社區，，即使是都市開發案即使是都市開發案，，
頂多也只有十頂多也只有十、、二十公頃二十公頃，，而房山面積卻廣達兩千一百平方公里而房山面積卻廣達兩千一百平方公里，，約等同一整個大高雄或新北約等同一整個大高雄或新北
市市。。若能將這麼廣泛面積設計成海綿若能將這麼廣泛面積設計成海綿，，吸收地面多餘水分吸收地面多餘水分，，不但可以解決房山地區頻傳的內澇問不但可以解決房山地區頻傳的內澇問
題題，，對台灣也是很好的示範對台灣也是很好的示範。。

翻轉老社區的關鍵翻轉老社區的關鍵
但除了新社區和開發案之外但除了新社區和開發案之外，，台灣更迫切需要的是老社區翻身台灣更迫切需要的是老社區翻身。。以傳統老社區中永和來說以傳統老社區中永和來說，，

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超過兩萬人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超過兩萬人，，一旦淹水一旦淹水，，更可能造成無可彌補的生命財產損失更可能造成無可彌補的生命財產損失，，如何改造成如何改造成
為具有海綿功能的社區為具有海綿功能的社區，，確實是相當大的挑戰確實是相當大的挑戰。。

我請學生將省政府住都局我請學生將省政府住都局（（現已納入營建署現已納入營建署））七七○○年代的中永和都市計畫圖調出來年代的中永和都市計畫圖調出來，，發現大發現大
部分公園預定地全都蓋起高樓大廈部分公園預定地全都蓋起高樓大廈，，都市水泥化的結果都市水泥化的結果，，政府光投資興建雨水下水道就超過上百政府光投資興建雨水下水道就超過上百
億元億元。。

我們進一步進行模擬我們進一步進行模擬，，以中永和既有雨水下水道以中永和既有雨水下水道，，遭遇強降雨時遭遇強降雨時，，是否會造成大淹水是否會造成大淹水？？結果結果
當然是淹水嚴重當然是淹水嚴重，，因為中永和居住密度太高因為中永和居住密度太高，，再也沒有空間擴展下水道規模再也沒有空間擴展下水道規模。。

接下來是情境模擬接下來是情境模擬，，如何改造現有的停車場如何改造現有的停車場、、公園和學校操場公園和學校操場。。舉例來說舉例來說，，台灣傳統的公園台灣傳統的公園
造景造景，，都是買土造假土丘都是買土造假土丘，，形成假山假風景形成假山假風景。。一旦大雨來襲一旦大雨來襲，，原本公園該承接的水原本公園該承接的水，，因為無法滲因為無法滲
透到地底下透到地底下，，全都流往公園旁全都流往公園旁，，造成附近社區的負擔造成附近社區的負擔，，這就是典型的這就是典型的 「「以鄰為壑以鄰為壑」」。。

但我們著手改造但我們著手改造，，公園不一定要有山丘公園不一定要有山丘，，反而可以設計成為凹陷的劇場反而可以設計成為凹陷的劇場，，平常中間是舞台平常中間是舞台，，
四周即是觀眾席四周即是觀眾席，，觀眾間也不會互相干擾觀眾間也不會互相干擾；；另在周邊設計植生溝另在周邊設計植生溝，，暴雨來時可順著流入土壤暴雨來時可順著流入土壤，，再再
慢慢流進下水道慢慢流進下水道，，以緩解都市淹水的壓力以緩解都市淹水的壓力。。

我們進行各式各樣模擬我們進行各式各樣模擬，，目標就是要讓中永和這樣的高密度地區目標就是要讓中永和這樣的高密度地區，，使用最少的成本使用最少的成本，，達到最達到最
好的效果好的效果。。

持續執行力是我最憂心的地方持續執行力是我最憂心的地方
事實上在台灣事實上在台灣，，低衝擊開發概念還在起步中低衝擊開發概念還在起步中。。營建署現正積極訂出低衝擊開發手冊營建署現正積極訂出低衝擊開發手冊，，從低衝從低衝

擊開發的定義擊開發的定義、、道路如何設計道路如何設計、、停車場如何設計等停車場如何設計等，，都有明確的規範和標準作業都有明確的規範和標準作業。。未來未來，，待內政待內政
部公告部公告，，縣市政府做局部修正縣市政府做局部修正，，每個都市進行社區開發時每個都市進行社區開發時，，照低衝擊開發手冊操作照低衝擊開發手冊操作，，建商建商、、建築建築
師和設計師等也將有所遵循師和設計師等也將有所遵循。。

雖然都市計畫審議結合排水審議已經放入建築法規中雖然都市計畫審議結合排水審議已經放入建築法規中，，所有開發案都要確認排水的可能所有開發案都要確認排水的可能，，但但
擺在眼前還有些難題需要克服擺在眼前還有些難題需要克服，，如第一步要先改變營建署對下水道建設的觀念如第一步要先改變營建署對下水道建設的觀念，，不是當容量不足不是當容量不足
時時，，只知道擴大規模只知道擴大規模。。其次是營建署負責下水道和都市計畫是不同單位其次是營建署負責下水道和都市計畫是不同單位，，專業和訓練不同專業和訓練不同，，雙方雙方
必須要有對話基礎和管道必須要有對話基礎和管道，，第三是持續執行的決心第三是持續執行的決心。。

持續執行的決心持續執行的決心，，正是我最憂心的地方正是我最憂心的地方。。台灣的政策經常隨著政務官上上下下台灣的政策經常隨著政務官上上下下，，我還在內政我還在內政
部時部時，，將低衝擊開發列為施政優先順序將低衝擊開發列為施政優先順序，，如今雖然已經離開如今雖然已經離開，，但仍時刻關心這攸關城市治水的政但仍時刻關心這攸關城市治水的政
策策，，及讓城市翻轉最好的解方及讓城市翻轉最好的解方。。

我衷心希望我衷心希望，，不要因為我不在位置上不要因為我不在位置上，，整個政策就暫緩拖延整個政策就暫緩拖延，，不然實在很可惜不然實在很可惜。。因為這很可因為這很可
能原本是台灣的創新構想能原本是台灣的創新構想，，最後卻要去北京參觀示範區最後卻要去北京參觀示範區，，才能了解核心價值才能了解核心價值。。這無異是台灣的悲這無異是台灣的悲
哀哀。。

0606讓城市不再淹水讓城市不再淹水（（下下））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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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協會將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 評
選為 「綜合最佳僱主」 (Overall Best Employer)，以
表彰他們在推廣及培養美籍亞太裔人才 (APA) 方面
所做的努力。同時，授予領先群倫的獨立网络媒
體公司 Buzzfeed 與環球專業服務巨頭畢馬威 「出
色表現」 殊榮。

亞洲協會將於 5 月 15 日，在紐約市舉辦2019
年度最佳美籍亞太裔僱主公司頒獎典禮與晚宴
(2019 Best Companies for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Awards Ceremony and Dinner)暨亞洲協會 2019 年
多元化與行銷領袖峰會 (Asia Society’s 2019 Di-
versity & Marketing Leadership Summit) 上，為獲獎
僱主頒發獎項。該峰會原名多元化領導論壇（Di-
versity Leadership Forum，簡稱 DLF），現延長成
為期兩天的會議，旨在透過為美國和亞洲的亞裔
人才、消費者及投資者提供支援，以激發創新力
、把握市場機遇。

「十年前我們召開此峰會議，以揭示美籍亞
太裔在工作場所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亞太協
會的執行副總裁 Tom Nagorski 說道， 「雖然 APA
員工依舊面臨挑戰，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財富500強
(Fortune 500)_ 和其他跨國公司所取得的實質進步
，包括為 APA 員工創造包容的工作場所，以及為
APA 員工提供晉升領導層的機會。我們亞洲協會
讚揚今年獲獎者所做的貢獻，同時我們希望其他
公司也能追隨他們的腳步。」

「美籍亞太裔的綜合最佳僱主」 獎(Overall
Best Employer for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是主要表
彰在所有其他獎項領域都有卓越表現的公司。

「在Discover，我們熱衷為所有的員工孕育一
個相互協作、有效率的工作環境，並且我們相信
，多元與包容將帶來更多的創新、發展與成功，
」 Discover亞洲專業員工資源組執行發起人 Sara
Breyfogle 說， 「亞洲協會所給予的認可，應證我
們在鼓勵工作場所多元化方面的一貫堅持。」

今年 Buzzfeed 和畢馬威又再度獲得了肯定。
雖然去年才加入調查，但是 Buzzfeed 又因位在特
別推動 APA 員工進入領導層方面的貢獻而獲得殊
榮。同時，畢馬威也榮獲贊助與培養美籍亞太裔

工作技能的最佳僱主獎。在過去八年中，畢馬威
每年都獲得不同獎項肯定。

「多元性與包容性是畢馬威的核心價值觀，
我們肯定所有員工的背景和經歷，這有助於我們
公司發展、壯大並促成創新成果，」 畢馬威多元
與包容首席官 Michele Meyer-Shipp 說道， 「畢馬
威很榮幸能受到亞洲協會的認可，這是對我們包
容、支持的企業文化的肯定。在這樣的企業文化
中，美籍亞太裔人才可以發展、建立偉大的職業
生涯。」

作為 Buzzfeed 努力支持 APA 人才晉升領導地
位，並為 APA 人才改善整體工作體驗的一部分，
Buzzfeed 的亞洲分支員工資源小組 (ERT) A*FAMILY
為其會員舉辦了專業發展系列活動。Buzzfeed 的
發行人及 A*FAMILY 執行發起人 Dao Nguyen 表示
，員工資源小組還提供計劃超出 Buzzfeed之外，
並整合了更大的 APA 社群。

「我們邀請演講嘉賓到 Buzzfeed，以突顯了
傑出亞洲人才；我們慶祝主要文化節日，比如印
度排燈節 (Diwali)；我們還支持許多本地倡議活動
以及國際募款活動。我們的多元計劃為APA 員工
提供大量機會，讓他們親身參與到我們Buzzfeed
的文化，與人才培養社群中」 Nguyen 說道。
AT&T 和百事可樂 (PepsiCo) 在今年新加入的獎項類
別中展現出創新實踐而備受矚目並榮獲：對美籍
亞太裔消費者及投資者最佳行銷公司

「能受到亞洲協會的認可，特別在這項新的
行銷獎項，我們真的十分欣喜和榮幸」 AT&T 的人
力資源高級副總裁 (SVP-HR) 及多元化首席官 Co-
rey Anthony 並提到， 「我們很欣賞每個客戶群的
個性、文化及傳統。並嘗試把這些融入到全年的
廣告、行銷以及贊助中。這項榮譽，包括過去亞
洲協會授予我們在人才管道與指導方面，都一一
體現我們多元化策略的深度與一貫堅持，也體現
了我們的努力所帶來的影響。」

百事可樂環球多元與參與首席官 Umran Beba
講到： 「百事可樂致力為消費者與客戶們提供獨
一無二的時光，讓他們盡情歡笑。通過我們的產
品讓亞太裔美國人等不同的消費者群體感到高興

，並在每次飲、食中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愉快
是我們的目標。員工的多元化是我們力量源泉，
他們通過數據和見解推動我們產品和品牌的創新
，設計和信息傳遞。 我們非常感謝亞洲協會的這
一肯定」 。

此得獎結果是亞洲協會第十屆亞洲年度企業
調查的一部分，該調查旨在表彰雇主在促進多元
化和APA勞動力計劃質量方面取得的成就。這項
年度調查旨在衡量美籍亞太裔在財富 500 強及其
他大型公司的經歷，此次 2019 年調查共有 2500
多名員工的參與。 這是亞洲協會所努力的一部分
，以展示美籍亞太裔員工在經濟中愈來愈強的影
響力以及僱主的因應方式。

最終入選者和得獎者的取決乃基於員工調查
結果 (80%) 和專家評審盲評小組的評分 (20%)。亞
洲協會員工不參與獎項評審。

以下是 2019 年美籍亞太裔人才最佳僱主的完
整名單。

美籍亞太裔綜合最佳僱主
獲獎者：Discover

出色表現者：Buzzfeed，畢馬威

主要類別：
贊助與開發 APA 工作技能最佳僱主

獲獎者：畢馬威
出色表現者：雪佛龍、Discover

美籍亞太裔晉升高級領導職位最佳僱主：
獲獎者：BuzzFeed

出色表現者：Colgate-Palmolive、Credit Suisse

美籍亞太裔員工資源團體最佳僱主
獲獎者：雪佛龍

出色表現者：Cigna，Grant Thornton

對美籍亞太裔消費者及投資者最佳行銷公司
獲獎者：AT&T

出色表現者：百事可樂

晉升美籍亞太裔女性員工最佳僱主獎
獲獎者：紐約梅隆銀行

出色表現者：瑞士信貸銀行

亞洲 LGBT 員工最佳僱主：
獲獎者：高盛

出色表現者：紐約梅隆銀行

最多創新實踐最佳公司：
招聘與選拔

Grant Thornton (最佳)；Buzzfeed、畢馬威、高盛

員工留用
畢馬威（最佳）；高盛

員工成長與晉升
高盛（最佳）；畢馬威

盈利與虧損領導力發展
雪佛龍（最佳）；Boston Scientific

美籍亞太裔員工資源團體最佳僱主
畢馬威 （最佳）；Discover

對美籍亞太裔消費者及投資者最佳行銷公司
AT&T、百事可樂（並列最佳）；Marriott、PG&E

晉升美籍亞太裔女性員工最佳僱主
Medtronic（最佳）；AT&T

亞洲 LGBT 員工：
Grant Thornton（最佳）；Discover、紐約梅隆銀行

關於亞洲協會
亞洲協會由 John D. Rockefeller III 創立於 1956

年，是一個無黨派的非營利機構，致力於解決亞
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面臨的一系列挑戰。該協會在
紐約、香港和休士頓設有文化中心和公共建築，
且在洛杉磯、馬尼拉、孟買、東京、舊金山、首
爾、上海、悉尼、華盛頓特區和蘇黎世設有辦事
處。該協會在藝術、商業、文化、教育和政策等
多個領域提供見解與創意，並促進亞洲與全球之
間的合作。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44月份月會溫馨舉行月份月會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44月月66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長春會理事謝文山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長春會理事謝文山
領會員們唱會歌領會員們唱會歌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長做會務報告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長做會務報告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陳述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陳述
今年是台灣關係法今年是台灣關係法4040周年值的大家觀注周年值的大家觀注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會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會上
鼓勵大家申請僑胞卡鼓勵大家申請僑胞卡，，享受折扣優惠享受折扣優惠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偉玲秘書辦理行動領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偉玲秘書辦理行動領
務工作務工作,,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長歡迎台北經濟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長歡迎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參加月會任參加月會

參加長春會參加長春會,, 既輕鬆又愉快既輕鬆又愉快,, 也活潑增元氣也活潑增元氣

長春會柯志佳會長長春會柯志佳會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及僑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及僑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祝賀四月份壽星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祝賀四月份壽星::林財瑟林財瑟、、施菊英施菊英、、陳玉陳玉
萍萍、、李瑠英李瑠英、、曾玉菲曾玉菲、、戴照發戴照發、、簡董綉園簡董綉園、、魏耀德魏耀德、、吳素吳素
卿卿

吳哲芳為長春會會員演講休士頓的春季菜園吳哲芳為長春會會員演講休士頓的春季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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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運行中發動機溫度突然過高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汽車在運行過程

中，冷卻液溫度表指示很快到達
100℃的位置，或在冷車發動時，發
動機冷卻液溫度迅速升高至沸騰，在
補足冷卻液後轉為正常，但發動機功
率明顯下降，說明發動機機械系統出
現故障。導致這類故障的原因大多是
：冷卻系嚴重漏水；隔絕水套與氣缸
的氣缸墊被沖壞；節溫器主閥門脫落
；風扇傳動帶鬆脫或斷裂；水泵軸與
葉輪鬆脫；風扇離合器工作不良。

10、汽車加速時機油壓力指示燈
會點亮。

故障判定：真、假故障並存。

原因分析：機油燈點亮有實與虛
兩種情況。所謂實，就是機油壓力確
實低，低到指示燈發出警告的程度，
說明潤滑系統確有故障，必須予以排
除。所謂虛，正像懷疑的那樣，機油
潤滑系統沒有故障，而是機油壓力指
示燈系統發生了故障，錯誤地點亮了
指示燈。這種故障雖不會影響發動機
的正常工作，但也應及時找到根源，
排除為妙。通常情況下實癥的可能性
較大，應作為判斷故障的主要思路。

11、車輛在高速行駛時出現全車
抖動現象。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在正常行駛至

96km/h左右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
，降低車速，現象即消失，若再加速

至90km/h左右時抖動又出現說明汽
車底盤存在故障。其故障原因有：輪
胎動平衡失準；前後懸架、轉向、傳
動等機構鬆動；前輪定位、軸距失準
；半軸間隙過大。首先，輪胎平衡失
準會使車輪連滾動邊跳動行駛，這是
造成全車抖動的主要原因。其次，懸
架機構、轉向機構、傳動機構松曠、
鬆動，造成前束值、車軸距失準，鋼
板彈簧過軟，導致車輛在行駛中產生
共振，誘發全車抖動。再次，半軸間

隙過大，使後化在行駛中作不規則運
動，磨損加劇，造成旋轉質量不平衡
，引起全車抖動。以上故障若不及時
排除，將導致惡性循環，並引發其他
故障。（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
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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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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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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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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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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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三三））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李醫生免費
幫你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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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客戶，由於種種
原因，在美國留下了犯罪記錄，困惑於
自己是否還能申請入籍。我們在以前的
入籍專欄中介紹過，入籍申請人必須具
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就入籍而言，需要具備“良好的道
德品格”的時間範圍通常是指普通入籍
申請人在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五年，公民
的配偶在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三年，服兵
役的申請人在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一年內
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才有資格提出申請
。有的時候，五年之外的行為也會在考
量之中。

從刑事法律的角度看，不具備“良
好的道德品格”的人通常包括：

1． 提供虛假證詞者。
2． 習慣性的酗酒者。
3． 被判決入獄六個月以上的刑事

犯罪人。實際服刑時間不予考慮。
4． 被判移民法所定義的“重罪”

的人。
輕微犯罪，青少年犯罪及政治犯罪

者仍可以通過入籍申請。
其它未觸犯刑事法律，但不具備

“良好的道德品格”的情形包括：
1． 拖欠小孩撫養費。
2． 惡意逃稅。
3． 未進行服役登記（selective

service）。美國移民法規定，年齡在
18歲至26歲之間的男性美國綠卡持有
者，有義務向美國兵役註冊機構(Se-
lective Service) 註冊。註冊並不意味著
就立刻要服兵役。只有在美國出現征兵
的情形下，才需要服役。如果是2000
年以後申請的I-485 或在海外使領館取
得移民簽證的人士，移民局在綠卡批準
後將自動為申請人進行兵役註冊. 註冊
記錄將通過郵寄的方式送到郵寄綠卡的
地址。在申請入籍的時候年齡在18歲
至26歲之間的男性必須提供兵役註冊
紀錄。

4． 謊稱自己的公民身份，不具備
投票資格進行投票者。但有如下例外：
父母親中有一人是公民，16歲之前就來
美國定居者，合理誤認為自己已經是公
民者。

所以在美國有犯罪記錄，並不一定
就不能申請入籍。要拿到法院的詳細結
案報告和警察局的詳細逮捕紀錄，由專
業律師分析評估是否可以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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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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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
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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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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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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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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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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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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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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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stagram、
LinkedIn、Myspace、Pinterest、Red-
dit、Tumblr、Twitter、Vine以及You-
T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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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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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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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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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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糖城市政府主辦國際文化節糖城市政府主辦國際文化節(iFEST)(iFEST)
慶祝活動慶祝活動 ((下下））

僑灣社 (Fort Bend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參加 4月
27（週六）, 由糖城市政府主辦國際文化節(iFEST)慶祝活動,
中午12點至下午6點在糖城新建的 Festival Site位於西南高速
公路18355的Sugar Land FESTIVAL PARK。 僑灣社促進擴
展中華文化和美國主流社區人士交流. 在國際節現場免費給美
國人提供: 1.翻譯英文名到中文名; 2. 美國兒童面部繪畫。 華
裔在糖城市大約3萬人。僑灣社是一個非盈利組織，積極參與

美國社區主流活動, 提升中國人形象。
（僑灣社社長浦浩德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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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花都落盡，一樹紅葉燒”如果說
日本的春天是浪漫的粉色，那日本的秋
天就一定是似火的紅色。在充滿詩情意

境的秋天賞楓是人們最喜愛的秋季活動
。隨著秋天的腳步，黃、橙、紅的繽紛
色彩將山嶽染成一幅美麗的風景畫，古

色古香的日本庭院在紅葉的襯托下更加
唯美典雅。秋風徐徐，更是加溫了人們
對"紅葉狩"的熱情。

在日本人眼裏，紅葉像一頭毛色華
麗的野獸，當它嗅到一絲秋天的氣息，
就迅速從北到南跑遍全日本，把這個狹
長的島國籠罩在它的影子裏。所以人們
不得不像獵人一樣，扛著相機追尋它的
足跡，“狩獵”美顏的秋楓。

【王朝旅遊】推出的“繽紛新日本
東京大阪富士山6日遊”， $299 “買
一送一”超級特惠價。還有更多日本、
韓國特色旅遊線路，任你挑選。錯過了
今年上半年的櫻花季，千萬不要再錯過
醉人的日本賞紅葉。詳情請致電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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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
A14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王朝旅遊帶你去日本王朝旅遊帶你去日本““狩獵狩獵””美顏的秋楓美顏的秋楓
99--1111月日本月日本66日繽紛遊特惠日繽紛遊特惠$$299299““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內，大
中 華 超 市 旁 的 「韓 國 化 妝 品 」
（Blooming Cosmetics ) 現（從母親節
後一個月）正舉辦母親節化妝品促銷
活動，您只要花少於平常甚多的價格
，就可買到還原您肌膚十年之美的韓
國名牌保養品，包括：Whoo後，韓國
最頂級的化妝品牌，以及 OUHI 等各
式名牌禮盒，從面霜，精華油，洗面
奶，滋潤乳液，面霜，是自用及佳節
饋贈親友最高級的禮品，並有多項禮
品大贈送，多買多送，歡迎喜愛韓國
化妝品的仕女，儘早前來搶購，早起
的鳥兒有蟲吃！把握良機，先到先得
，促銷品有限，賣完即止。

隨著 「韓劇」風行於世界各地，
那些肌膚似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
美女所用的化妝品，也隨之在世界各
地造成風潮。一家韓國化妝品專賣店
——（Blooming Cosmetics ) ，推出著
名品牌，如WHOO HUI等多種品牌的
韓國化妝品，該店的WHOO後是來自
韓國的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名品，是屬
於LG的生活健康著名化妝品牌。 2003
年“WHOO後”品牌於韓國上市，源
自宮廷的獨秘配方，讓廣大的韓國女
性為之瘋狂與傾心。

“WHOO後”的品牌價值與
理念，就是對高品位、高格調之
美的追求。當歲whoo品牌LOGO
月追溯到時間隧道遙遠的彼方，
對於身為絕世佳人的皇後們來說
，宮廷美容秘方——拱辰丹，可
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珍貴的寶物
，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生輝的
皇後們那高雅清麗的面容。經過
數百年、數千年的傳承，拱辰丹
的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並經
現代科學的輔佐，而成為今世
“WHOO後”品牌的核心成分。
2006 年 9 月，“WHOO 後”品牌
在中國華麗登場。目前，其在中
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十個，遍及
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而此
次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新代
言人：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姐
的完美詮釋，必將引領宮廷韓妝
的新潮流。

自 2003 年 品 牌 誕 生 至 今 ，
“WHOO後”始終倡導以現代科學為
依據，融合神whoo化妝品秘的宮廷秘
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應用韓國LG化
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學技術，以及大
韓韓醫皮膚科學會古老傳承，再現專
為肌膚開發的宮廷美容秘訣的神秘處

方，為亞洲女性帶來最適合東方人肌
膚的美容盛宴。
“WHOO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系列
，就是以匠人的精神為底，將最好的
韓方成分以最佳的方法調配精制而成
的名品，令肌膚回到10年前活力的高
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取自天然山參

、天山雪蓮、鹿茸、冬蟲夏
草等名貴藥材和55種五行成
分，促進氣血精循環，保濕美白同時
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讓
肌膚煥然一新，如若初生。

韓 國 化 妝 品 專 賣 店 （Blooming
Cosmetics ) 除推出各種化妝品，保養品

外，還有美髮用品，染髮劑，只要到
（Blooming Cosmetics ) 走一趟，包管
您從頭到腳，漂漂亮亮。氣質出眾。
該店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B24B ,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832）
834- 0610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韓國化妝品BLOOMING COSMETICS
現正舉辦慶祝母親節期間化妝品促銷活動現正舉辦慶祝母親節期間化妝品促銷活動，，多買多送多買多送，，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內圖為位於敦煌廣場內，，大中華超市旁的大中華超市旁的 「「韓國化妝品韓國化妝品 BLOOMINGBLOOMING
COSMETICSCOSMETICS 」」 內內 部部，（，（圖左圖左）） 為該店負責人為該店負責人Sun KimSun Kim。（。（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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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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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擦肩而過~陳瑞曾教授是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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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這 個 世 界

上，每天有許多人

來來往往經過你身

旁，我們一生中

會與許多人擦肩而

過，有的認識，有

的不認識，有的人有機會再度遇見，有的

可能只有一面之緣。

筆者來休士頓近26年，曾聽到有陳瑞

曾教授/牧師來休士頓永生神基督教會多

次講道，也聽說他去過紐約水牛城教會講

道。

2016年九月永生神基督教會王德發牧

師邀請潘牧師和筆者抽空來參加他們教會

特會，講員是陳瑞曾牧師，我們退休後，

我們就答應赴約了。

猶記得是週六下午的聚會，散會後，

王牧師介紹我們認識陳瑞曾牧師，簡短寒

暄後，筆者告訴陳牧師我想採訪他的故

事，給號角月報讀者看，他滿口答應接受

我的邀請。回家後，我寫信給住在奧斯汀

的陳牧師五個問題，請他想想，過幾天我

再用電話採訪，豈知，陳牧師回信說「潘

師母，我一週後交稿。」真的，一週後我

就收到陳牧師的答覆我的五個問題，我請

唐健華、唐一美、我們三位整理編輯陳牧

師的文稿，順利刊出。

筆者為陳瑞曾教授牧師感恩，他是神

國優秀精兵，也是學術與科技界的菁英。

那年聖誕節陳牧師他們教會特捐款$一千元

賛助號角月報哩!
去年5/13外子潘政喜牧師因心臟病驟

逝回天家，陳瑞曾牧師師母特地來休士頓

探望關心筆者，一同吃午餐。上兩周前的

周六，他們夫婦來休士頓推廣「回家聚

集」邀約八位弟兄姐妹在”翠苑餐廳"共享

午餐。

現摘錄陳瑞曾牧師的文章片段與美南

福音版讀者共享。

活出卓越—陳瑞曾教授／牧師的故事
※家庭背景
陳瑞曾教授的父親是黃埔16期的職業

軍人，在八年抗戰中出死入生，是老天奇

妙的保守，得以在抗戰中倖存。1948年父

母在南京結婚，由於中國內戰情勢的遽

變，1949年隨國民政府一同遷移到台灣。

1958年在台灣出生的陳瑞曾，在家排行老

五。「母親懷我的時候，因著家裡經濟的

拮据，本要做墮胎的，在墮胎手術進行的

那一天，婦産科醫院的醫生苦口婆心地勸

我母親把孩子留下來，母親最終決定把孩

子留下。」陳教授深感能活到現在和大家

分享見證，實在是蒙了神（上帝）極大的

恩典和保守。

※尋找方向
陳瑞曾教授分享說：「1974年的暑

假，我的父親突然因為心臟病過世；這是

我第一次面臨到死亡的恐懼與生命的無

奈，使我思想到人從哪裡來，要往哪裡

去﹖人活在地上做什麽？我越想越覺得沒

有答案。」當年我16歲在台北讀書，住在

救國團的台北學苑（是政府為台北市的外

地學生預備的住處），在附近有一間浸信

會頌恩堂，教會青年團契的同工邀請外地

學生去聽福音。「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

候，經歷了神的觸摸和認罪禱告所帶來的

平安，這是一個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經驗，

但確實是十分真實。雖然這已經是40多年

前的經歷，但至今依然歷歷在目，促使我

從不信到信，成為重生的基督徒。在得救

之後，因著聖靈住在我裡面，整個人發生

極大的變化，一草一木都變得十分可愛，

天也顯得更蔚藍，人生也有了方向感和永

恆的盼望；人也變得勇敢，敢於向同學、

老師、和訓導主任傳福音。寇紹恩牧師在

當時是我們同一屆的學生，也是我們重點

服事的一個對象；感謝主，近些年神在台

灣大大使用他，成為千萬人的祝福。」

（未完待續）

「回家聚集」在列國當中所產生的影響

力，是叫人非常驚訝的。因為這一波的復

興，跟過去二千年的復興很不一樣。在過

去兩千年的教會復興史中，你都會找到一

個關鍵性的帶進復興的人物，像威爾士大

復興的伊凡羅伯斯，摩拉維亞大復興的親

岑多夫，美國大覺醒運動的懷特菲爾德等

等。但是「回家聚集」是一個團體的力量，

它不是強調個人的角色，是強調家的概念，

一個身體的概念。當基督的身體彰顯出合

一、相愛、彼此尊榮、彼此保護、彼此信任

的屬天文化時，就非常奇妙地帶進神大能的

同在。很多人覺得「回家聚集」沒有講道資

訊，其實「回家聚集」是有資訊的，它不

是長篇大論的講道，而是神的 Rehma， 就
是神在那個時刻，究竟要說什麼話？這是

非常特別的事情。

「回家聚集」從華人開始，一直到今天

影響到了 30 個國家。其實這個旅程我們可

以追溯到西國的宣教士。中國是 19 世紀宣

教士最多的國家，也是宣教士殉道最多的

國家。光義和團事件就有兩三百位宣教士

被殺。去年我到山西服侍。那裡是義和團

事件殺害宣教士最多的一個地方。其中一

個宣教士只有 23 歲，是英國內地會的一個

姐妹。當她在英國和媽媽告別的時候，她

說：“媽媽，我們在地上不一定有機會再見，

但是我們在天上一定會再見的！” 然後就

坐船到了中國，在山西的服侍。在義和團

事件中，她被殺害了。這樣的故事有很多。

所以華人基督徒這個家庭的誕生，實際上

是因著許許多多曆世歷代宣教士所流的血。

他們毫無保留的擺上，最後才有了華人的

基督徒。每個華人基督徒追溯到兩、三百

年前，都可以追溯到一個西國的宣教士；

再追溯到兩千年到使徒行傳第 2 章，每一

個人都可以追溯到那馬可樓上的 120 人中

間的一個。所以我們華人這個家庭的誕生，

是曆世歷代眾聖徒禱告的積累，到了今天

的地步，是突破要發生的時候，所以這是

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創世記 22:17-18“論福，我必賜大福給

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

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

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這段話是發生在亞伯拉罕毫無保留的遵

守神的話，獻上以撒的時候。獻以撒的地方

跟主耶穌釘十字架是同一個地方。當主耶穌

道成肉身來到地上時，曾說過：“亞伯拉罕

看見我的日子就歡喜快樂。”當亞伯拉罕要

獻以撒時，他知道神的一個永世計畫，就是

神的兒子有一天要經過他的後代來到地上，

在同一個地點被釘十字架，得著仇敵的城

門。上周我在一邊運動一邊禱告時，神讓我

看見一個異象：就像古時候攻城一樣，一群

軍人拿著一個撞錘去撞城門。這個門從亞伯

拉罕的那一天開始到現在，已經撞了兩三千

年了。我在靈裡看到這幅圖畫。主對我說：

“時候滿足了，仇敵的城門要被打開了！”

這次的回家聚集，是進入這個水流當中。其

實過去兩、三千年的聖徒，都跟這一個水流

發生關係。所以地上有一個聚集，天上也

有聚集；天上的聚集是見證地上的這一個聚

集。“你的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末後

世代的大復興就要開始了，主要回來的時刻

越來越靠近了。

啟示錄8:3-5 “另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

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

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 4 那
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

同升到神面前。 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

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

地震。” 
當時候滿足，地上會有一個現象叫作雷

轟、大聲、閃電和地震。這麼多的震動是怎

麼來的呢？是眾聖徒的祈禱。從亞伯拉罕開

始一代接著一代的禱告，就像前面提到的那

位英國的姐妹，她禱告完了，就在主耶穌的

裡面睡了。一代接著一代。 每一個禱告，

都在金香爐上多了一根香，一直到時候滿足

了，金香爐裡的香滿了，香爐裡盛滿了壇上

的火，倒在地上，隨後有雷轟、大聲、閃電、

地震。“在末後的時代，我要震動天，也要

震動地，使天下萬國的珍寶運來歸我。”這

是神要做的事情。（該 2:6-8）
從亞伯拉罕開始，像一個接力賽：亞伯

拉罕睡了，雅各睡了，以撒睡了，大衛睡

了，曆世歷代，一代接一代都睡了。當他們

睡了時候，棒子就交在下一代人當中。現在

這個棒子交在了華人當中。不止是華人，這

是神家曆世歷代的一個代表。曆世歷代有許

多的宣教士為我們流血，有許多神的兒女在

過去那麼多年為我們擺上所產生的一個結

果，就是時候滿足。當時候滿足，神做事的

速度是非常快速的，這個選擇和神對齊很重

要。

海外的華人常被稱做“文化的活化

石”。 意思是今天在中國、在臺灣、在香

港找不到的東西，可以在海外找到。我們千

萬不要成為這個時代的活化石，不要以不變

應萬變，要隨著聖靈的水流去做改變。當你

真正隨著聖靈的水流做改變的時候，你會發

現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許多年

間沒有辦法突破和勝過的事情，會在霎那間

突破。

兩年前我第一次有機會在 Kansas City
參加回家聚集，有幾個方面內心非常的震

動：

第一就是他們中間彼此的相愛、彼此的

尊榮、彼此的互信、彼此的保護、彼此的建

造。聖經裡面所講到約拿單和大衛的故事就

顯明在我的面前。我非常非常被震動。

第二就是看到我們曾經用各樣的方式都

解決不了的問題，在合一的水流中開始發生

突破。約翰福音 17：23：“使他們完完全

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

福音會傳遍世界，會在無神論國家，在回教

國家有個重大的突破，是因為合一。當我們

真正合而為一的時候，不是我們出去爭戰，

是神出來為我們爭戰。在回教世界當中，跟

他們講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神跡奇事會讓

他們改變。而神跡奇事必須從寶座出來。這

是我們今天要孕育一個全新文化的重點。

這次海外華人回家聚集已經有很多人報

名，當中牧者和傳道人已經超過一百人，他

們知道這個季節神在做什麼事情，所以不遠

千里來參加，並不在意有沒有舞臺表達的機

會。所以不在乎你得救了一年，還是十年，

只要帶著謙卑地心，曆世歷代眾聖徒所沒有

看見的，會被你看見。正如主耶穌說：“看

見你們眼睛所看見的，聽見你們耳朵所聽

見的，那人是有福的。因為前面許多世代，

許多人想看見卻沒有看見；想聽，卻沒有聽

見。（太 13:16-17）

回家：同心同行的旅程

◎陳瑞曾牧師

陳瑞曾牧師

家的承傳與興盛

陳瑞曾牧師與師母和筆者合照。

條條大路都可通羅馬，殊途都可同歸
嗎？

箴言有二處記著同一句話說：有一

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 箴
14:12；16:25）新約也記著說：你們要進窄

門。因為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路是大

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著的人 也少 。( 太 7:13-14）
可見殊途不一定可以同歸，條條大路也未必

能通羅馬。

回家：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當全世界剛剛跨過 2000 年千年蟲的末

日恐慌之後，當華人教會普遍仍在面對堂會

種種挑戰與掙紮，探索如何突破小教會的種

種匱乏，努力邁向千人教會甚至萬人教會之

際，於 2001 年，父神藉著二位忠心的使者，

埃及裔的戴冕恩及華裔的趙仲權二位父老，

引領了一小撮中港臺澳及海外華人代表，走

上一條前人未有走過的歷奇之路，五地家人

們一起結盟，走上一條同心同行，打死不退

之路，我們共同的目標是要為父神在地上預

備一個可安息的居所，預備一個溫暖的家，

一個讓聖靈有完全自由指揮的身體，一支向

元帥完全效忠的軍隊。19 年來，透過同心

向著父神集體敬拜、集體求問，集體等候，

集體聆聽、集體察驗，集體順服，集體行動

的操練，因著一小撮家人立約同心同行，華

人是一盤散沙的咒詛與宿命，這堅固的營壘

終於被攻破了，現正邁向全球華人教會的世

紀整合。父神化腐朽為神奇，短短 19 年，

父神將華人的一盤散沙，居然轉化成為一

支愛的盟軍，過去 19 年，先是華人，後來

更凝聚成為列國同心同行的國度性盟約大

家庭，在聖靈引領下，無論從遠東到中東、

從澳洲到歐洲，從非州到美洲，所到之處因

神榮耀的同在，無不帶來了屬靈的突破與提

升。

回家：在基督�同歸於一，才是共生共
存之正路

但聖經一再提醒我們，擺在我們面前有

二條路，一條死路，一條生路引撒旦誘騙

人類終極走向的是你爭我奪，自相殘殺，同

歸於盡的死路；唯有基督引領我們走的是犠

牲捨己路，終極走向的是化解冤仇，彼此

相愛，同歸於一，一條永生共存之路。( 弗
1:10）

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也從耶路撒冷起

步，經過二千多年來代代先輩們的努力與承

傳，如今聖靈正引領的屬靈的大家庭，朝向

以賽亞書 19 章，以色列、埃及、亞述三國

一律的預言應驗而進發（賽 19:24-25），而

這正是華人的命定，要帶領二個哥哥，以撒

及以實瑪利的後裔「回家」，福音至終也必

傳回耶路撒冷，猶太人將全家得救，而終極

的目標正是列國家人，與猶太長兄的在基督

�同歸於一 ( 弗 1:10），成為「一個新人」

( 弗 2:15-16）預備好成為一個無瑕無疵，完

美的新婦 ( 弗 5:27）去等候新郎到來迎娶。

華人是一盤散沙的魔咒至終被打破
所以我要在父神面前屈膝，感激祂�我

這莫大的恩典，打從 2001 年一開始，就有

幸參與在「家人同行」這旅程當中，使過去

這 19 年，不單成為我事奉人生中最精彩難

忘的歲月，也使我靈命被提升遠超我所想所

求的境地，30 多年前，我曾向神的流淚的

呼求：無論要付上多大的代價，在我有生之

年，我要親眼看見，華人是一盤散沙的魔咒

至終被打破。而過去這 19 年，父神不單回

應了我對全地華人教會合而為一的呼求，最

令我興奮的是，我居然有這福份能參與及親

身見証著聖經關乎末世的預言，信實的父神

在我們眼前逐一的應驗，能有如此經歷，真

的是不枉此生！

19 年的家人同行體驗，以下是我個人

對「回家」要建立的核心價值的一點體會，

肯定並非完全，祇盼望能一同分享！

「回家」不是「聚會」乃是「聚集」，

不是「法庭」乃是「家庭」，

「回家」不是「聖所」乃是「居所」，

不是「個體」乃是「身體」，

「回家」不是「架構」乃是「關係」，

不是「相約」乃是「盟約」，

「回家」不是「特會」乃是「融�」，

不是「運動」乃是「旅程」，

「回家」不是「宣講」乃是「聆聽」，

不是「統一」乃是「合一」。

回家不是要滿足人的心，乃是要滿是父

神的心；

回家不是要滿足人的抱負，乃是要滿足

父神的託付！

◎香港國度侍奉中心　何寶生傳道

在聖經中，70 年是一個滿足的時刻，

是一個世代的迴圈結束與開始的關鍵年。我

們現在正處在兩個 70 年滿了的關鍵時刻。

首先是以色列剛剛建國 70 年，是許多

預言成就的時刻！全球的教會都無法置身

於神在以色列的作為之外，華人也絕不例

外！其次，2019 正是中國建國 70 周年，華

人在海外不容錯過這關鍵的贖回和複還的

時刻！現今神揀選華人站上位置，主正在賜

下前所未有的合一。亞洲華人的興起也喚醒

了我們海外華人，如同海外的以斯帖王后，

被同族的末底改激勵而覺醒，在北美和世界

各地興起，站在位上，與神末世的計畫和心

意對齊！與祂對華人的命定對齊！

時候滿足了，主感動我們在德州 Austin
呼召海外華人聚集，！我們來了，從四面八

方來，迫不及待要見你，因我們是家人！讓

我們一起體貼天父的心，一起迎見神！

歡迎報名參加德州奧斯汀 2019年 5月
30日海外華人聚集，報名網站：http://www.

tcaweb.org/overseas-chinese-homecoming-2019/
關於回家聚集
回家聚集不是一間教會，事工機構，或

是一個宗派，而是一群牧長領袖及信徒彼此

同行，一同禱告、敬拜、相交和呼求，為要

看見神的榮耀降臨。 我們敞開心懷，擁抱

各種族，語言與宗派的信徒並且渴望能夠與

各個年齡層的肢體，如同家人般的在主裡同

行。不論老少，每一個人都在神家裡有著不

可或缺的角色，也都肩負著使家人完整全備

的責任。

這並非一般的特會，在聚集中，沒有事

先安排或預定的講員及教導。乃是信徒們回

應主的呼召，一起來到祂的面前，敬拜及等

候祂，預備好自己，為要聆聽聖靈向教會所

說的話．在聚會中，有一個成熟適任的領袖

團隊（屬靈的父母）在場，提供屬靈的監督

及保護，一同查驗主現在所要說的話，使聖

靈的工作更為順暢。

北美華人回家聚集僕人團隊（NACC）敬邀

海外華人回家聚集
2019年 5月 30日 - 6月 1日  美國德州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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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加州中区洛杉矶联邦大陪审

团将一份起诉书返还法庭，该起诉书以

19项联邦重罪起诉了两名华人，这两名

嫌犯涉嫌利用从中国电汇来的资金，在

圣伯纳迪诺县购买9处住宅，用于非法

种植大麻。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在被起诉

的人员中，房地产经纪李林（Lin Aar-

on Li），是这一案件的美国协调人。而

原居住在帕沙迪纳的华人嫌犯Jimmy余

则涉嫌负责看管大麻屋。这名余姓被起

诉的罪名包括阴谋加工、销售，及以销

售为目的的加工大麻，并维护与毒品相

关联的房地产。

这份起诉书寻求没收那些涉嫌被用

来种植大麻的8幢房产，这8幢房产分别

在奇诺（五幢）、奇诺岗（两幢）、安

大略（一幢）。

起诉书列举了原居住在奇诺的37岁

的李林9项罪名，其中包括以销售为目

的的加工大麻植物，共4342株大麻。此

外，李林还涉嫌以生产、销售大麻为目

的地维持一处房产。

起诉书指出，今年44岁的余姓嫌犯

涉嫌以销售为目的保存大麻植物，并以

生产与销售为目的维持一处房产。

李与余两名嫌犯被安排在4月4日在

洛杉矶联邦法庭过堂。

这一案件中的另一名华人嫌犯是陈

本，现年42岁，前阿罕布拉居民。陈本

涉嫌照看大麻的生长，他将与前两名嫌

犯分案起诉。根据起诉说，尚未被起诉

的一些中国同案嫌犯涉嫌将数以百万计

的资金从中国汇入李林掌管的银行账户

，李林利用虚假房产买家、空壳公司，

及虚设的水电订户及假的租赁合约为掩

护，非法种植以销售为目的的大麻。

起诉书中探员的宣誓证词解释了这

些嫌犯如何在2015年利用虚假房产买方

花费78万2000元在奇诺岗购买了一处住

宅。起诉书指出，这一虚假购屋者是嫌

犯李林设立的一个责任有限公司的总裁

，该公司则从设在香港一家投资公司获

得电汇资金100万元。根据宣誓证词，

李林设立的所谓责任有限公司涉及电汇

大部分购买房屋的款项，而李林涉嫌获

得了房产经纪的回扣支票，并成为所购

买房屋的管理经理。

根据起诉书，2018年，奇诺岗大麻

屋的邻居发现了强烈的大麻味，并报告

给了执法人员。这位邻居发现，那幢散

发着大麻气味的房屋并无人居住。

检方表示，若罪名成立，李林及余

姓嫌犯将面临10年至终身监禁的处罚，

他们将在联邦监狱服刑。

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书
曝两华人非法种植大麻细节

南加州圣胡安卡佩斯陲诺市（San

Juan Capistrano）华裔男子彭亦洪被控

2018年3月30日晚间致命刺杀母亲及刺

伤父亲一案，3月27日在新港海滩市司

法中心（Harbor Justice Center）再次举

行审前听证会。

原定27日早晨8时30分的彭亦洪案

审前听证会，最终在下午4时后进行，

但是仍然没有进展。据橙县检察官办公

室下午5时左右的更新信息，彭亦洪案

当日听证会法官重新安排，将于4月8

日再次进行提审。

彭亦洪杀母伤父一案，橙县检察官

办公室于2018年4月3日正式立案起诉

，彭亦洪被控谋杀重罪，两项企图谋杀

罪和一项致命武器攻击及企图劫车罪。

此外，他也面临3项加重刑罚指控，包

括个人持刀危害行为，使用致命武器威

胁劫车，及对受害人造成巨大身体伤害

指控。如果最终罪名成立，彭亦洪将面

临44年以上或终身监禁的刑罚。

2018年9月14日，彭亦洪案在新港

海滩司法中心举行首次审前听证会，法

官将彭亦洪的保释金额从200万美金增

加到400万美金。

根据检察官起诉书的案情介绍，这

起南加州华裔移民家庭的人伦惨剧发生

在2018年3月30日晚间，地点在南橙县

圣胡安卡佩斯

特拉诺市某小

区。邻居透露

，被告彭亦洪

因与女友分手

，一直心情沮

丧，父母似专

程赶来安慰儿

子。当晚，彭

亦洪与前来看

望他的 59岁母

亲沈蔚萍（音

译 Weiping

Shen）及 59 岁

父亲彭国钧（音译Guojun Peng）因故

起争执，随后彭亦洪持刀砍杀父母，甚

至追逐到小区马路上，致使其母亲多次

被捅伤重导致身亡，父亲被刺重伤，酿

成母亲惨死在亲生儿子刀下，父亲重伤

住院的人伦悲剧。

检方起诉书中也公布了案发当日的

一些细节，指出彭亦洪当天早晨便出现

异样，在社区健身房因为行为怪异被报

警，警方到达后将他送回家，没料到晚

间即发生惨剧。检方还透露，彭亦洪当

时也试图刺杀另一位男子TC，案发时

TC在嫌犯居所附近停泊的车中。刺杀

父母犯案后，彭亦洪又持刀威胁砍杀

JW，欲抢劫其汽车逃离现场，JW反抗

过程中亦受伤。

根据橙县监狱2018年的信息，被告

彭亦洪30岁，其职业是实验室科学家

（Lab Scientist）。据悉，彭亦洪亦拥有

药剂师（Pharmacy Technician）执照。

彭亦洪是美国网络游戏电竞领域《英雄

联盟》的大神级职业选手彭亦亮的哥哥

，游戏网名“Doublelift”。彭亦亮目前

为Team Liquid效力。被称为是最富传

奇色彩的华裔网游电竞选手，曾经在老

牌 CLG（Counter Logic Gaming）担任

ADC （Attack Damage Carry）的位置，

个人技术世界顶级，被中国玩家称为大

师兄。

彭亦洪杀母案改期提审

一名现年17岁的女子日前向警方报

案，指出在学习驾车中，被自己的驾驶

教练林汤姆(Tom Lam，音译)性侵多次

，洛杉矶县警局已将嫌犯林汤姆拘捕，

他将在4月8日过堂。

在2018年6月，受害人的父母聘请

林汤姆担任女儿的驾驶教练，协助她取

得驾驶执照。据了解，两人在第一至第

四门驾驶课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但该

名女子指出，林汤姆在今年3月的最后

两门驾驶课中性侵了她。

在今年3月15日(周五)，现年56岁

林汤姆在蒙特克莱尔市(Montclair)的家

中被拘捕。洛县警局核桃市分局以性侵

未成年人罪将其拘留。在3月17日(周

日)，林汤姆缴交14万美元保释金获释

，他将于4月8日在波莫纳法院(Pomo-

na Court)过堂。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林

汤姆是一名已登记的性罪犯，蒙特利

公园市警局曾在2014年11月27日以烦

扰或猥亵未成年人罪，拘捕过林汤姆

。那时，他是以一名驾驶教练身份性

侵一名未成年人。

洛县警局特别受害人部门(Special

Victims Bureau)相信，本案还有其他的

受害人。警方呼吁民众如有线索，即可

联系他们。

华裔驾车教练
涉嫌性侵

未成年女子被捕

并非所有人的人生都有幸按部就班

。当面对未知的命运时，我们应报以怎

样的心态呢？大多数人在被卷入生活的

洪流之时，往往没有太多时间细细思量

。而勤劳的双手和勇敢的心是他们搏击

生活最好的武器。

1992年，16岁的陈云斌开启了在异

国他乡奔波忙碌的人生旅程。从洗碗打

杂晋升为餐厅大厨；从开办餐厅拓展到

外贸生意；从底层华侨成长为一方侨领

，在他乡音浓郁的娓娓道来中，一个在

德国爱拼敢闯的闽商的人生轮廓逐渐清

晰起来。侠义、果敢、有担当、肯吃苦

、热心肠……采访中，陈云斌无惧无畏

的坦荡磊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远渡重洋 艰难起步

陈云斌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末，父母投资捕鱼行

业失败欠下巨额债务，年少的陈云斌主

动承担起偿还家庭债务的重任。继承了

先辈扬帆出海闯荡南洋的豪情，他决定

独自前往德国，为家庭排忧解难。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在国

外生存。我相信，只要努力勤奋肯吃苦

，就一定能在当地立足，更能比别人做

得好。”异国他乡，陈云斌毫不畏惧。

1992年末，初三刚毕业的陈云斌从

家乡福建省福州市出发，大巴转火车，

火车换飞机，先后辗转深圳和香港，经

过20多天的跋涉，最后在一个大雪纷

飞的冬夜抵达德国科隆。来不及喘口气

，他马上为自己在异国的生存奔忙起来

。

“作为发达国家，德国的各行各业

早已十分成熟。初来乍到，我们只能从

事自己熟悉的餐饮行业。”陈云斌回忆

，“我从当地的电话簿上找来科隆所有

亚洲餐厅的电话，挨家挨户打过去，询

问对方是否需要中餐厨师。”

终于，陈云斌应聘到一家越南餐馆

。“那个老板听我的声音又轻又细，以

为我是女生，就让我做跑堂和打杂，但

我希望当大厨。”陈云斌清楚，罗马不

是一天建成的。于是，他从打杂和跑堂

做起，边帮忙，边学厨艺，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

洗碗工、打杂工、二厨……到达德

国两年后，陈云斌逐渐接触餐厅管理的

核心业务，摆脱了在餐厅内外奔前跑后

的工作状态。历经一周的试工，他应聘

成为一家韩国自助餐厅的大厨。“当时

我又瘦又小，没人相信我能做好大厨这

份工作。为了赢得老板的信任，我必须

一点一滴做给他们看。”最终，倔强的

他用勤奋和实力赢得肯定。

大厨的岗位为陈云斌带来了每个月

超过3000马克的收入，也帮他兑现了自

己离家时的诺言。到达德国6年后，他

不仅为父母还清债务，也赚到人生的第

一桶金。

如今，他已不太想提及初到德国时

的辛苦。“那时生活很简单，每天只想

着工作，补贴家用，最开心的事就是汇

钱给妈妈，再打个电话报平安。”提及

那段时光，他的脸上又浮起单纯的笑容

。

稳扎稳打 敢想敢干

1998年，陈云斌在科隆城外的小山

坡上开了第一家自己的餐厅。这个有80

多个座位的餐厅，是他当时全部的生活

希望。从菜单设计、餐具摆放，到食材

选择、后厨管理，他都亲自严格把关。

“餐厅虽在市郊，也不大，但盈利还可

以。”陈云斌用心经营着。

首家餐厅营业逐步稳定，但陈云斌

并不满足于此。2003年，第二家餐厅顺

利开张；2011年，拥有400多座位的大

型自助餐厅开门营业。

经营餐厅的同时，陈云斌也不断琢

磨商机。2009年，服装进出口贸易公司

开业，为他带来了超过1万欧元的月均

利润；2014年，他又开办了出口德国商

品的公司。

丰富的人脉资源和敏锐的商业眼光

为他的事业打开新天地。“近年来，越

来越多中国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有了

‘走出来’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

的经验和人脉。”在德国打拼多年，熟

悉两国的法律制度和两国民众的文化心

理，拥有两国的人脉资源和交流经验，

陈云斌成为天然的沟通“桥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陈云斌的事业迎来新机遇。为了更好

地推介中国国内资源，也为了将更多优

质的德国产业带回中国，他在2016年初

成立了德中文化教育经济促进会，并在

德国杜伊斯堡、北京、厦门和遵义四地

设立办事处。

在陈云斌的努力下，一系列中欧合

作项目落地生根。2016年，他组织德国

政府、企业、专家、律所走进福建省的

福州、厦门、龙岩等地，与当地政府联

合举办“走进德国”高新技术交流会及

推介会。2017年 9月，他组织欧洲6国

17个企业到贵州省遵义市参加第三届遵

商联盟大会，并投资考察、项目对接。

2018年 12月，在他的积极牵线下，成

都大邑县的智慧机械设备产业园成功引

进意大利达涅利冶金电子炉设备。

“万事开头难。现在德中文化教育

经济促进会的整体布局已经成型，未来

会有更多具体的项目落地实施。”陈云

斌相信，只要用心发现，勇于行动，海

外华侨华人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

有可为。

爱国爱乡 情深义重

德国福建商会会长、德国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驻法兰克福总

领馆名誉领保联络员……翻开陈云斌的

简历，侨团工作占据不小篇幅。聊起侨

团工作，陈云斌谈兴甚健。在他的讲述

中，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故事如在眼前

，其为人之诚朴热忱也令人感动。

2002年，陈云斌开始在德国福建同

乡会理事会做侨团工作，2012年任会长

一职。“我的手机一直保持24小时开

机状态。”为了真正帮助乡亲，他从自

己做起，将同乡会工作落到实处，“所

有乡亲如果有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给

我。谁对我的工作不满，也可以随时打

电话给我。”

侨团的工作很琐碎，有时甚至出力

不讨好，但陈云斌做到了今天，无怨无

悔。小到帮助刚抵达德国的同乡租房找

工作，大到接待到访的政府部门以及帮

助在德遭遇法律纠纷、重病、死亡的海

外侨胞，陈云斌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有的乡亲在异国他乡漂泊一

辈 子 ， 不 幸 得 了 重 病 。 我 会 通 过

当 地 领 事 部 门 联 系 国 内 ， 审 核 他

们 的 身 份 ， 协 助 他 们 回 国 ， 在 亲

人 的 怀 里 离 去 。 如 果 在 国 外 离 世

， 我 会 协 助 把 他 们 的 骨 灰 送 回 国

内 。 ” 陈 云 斌 动 情 地 说 ， 落 叶 归

根 是 每 一 个 中 国 人 世 代 不 变 的 情

愫 ， 身 处 海 外 的 华 侨 华 人 感 受 更

深。

陈云斌总是忙个不停。 2008 年

汶 川 地 震 后 ， 陈 云 斌 带 着 募 集 的

10 万 元 钱 ， 回 国 向 受 灾 群 众 捐 赠

。 去 年 ， 在 他 的 推 动 下 ， 海 外 华

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设立，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在 福 建 厦 门 有 了 一

个“家”。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

、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华侨华人为祖

(籍)国的发展备感自豪。”陈云斌坦言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海

外华侨华人更自信了，向住在国宣传祖

(籍)国的积极性更高了。

“中国就是我的‘根’，一有机会

我就在欧洲大力推介中国文化。”2008年

，陈云斌与福建省外事部门合作，向汉堡

海事博物馆捐赠郑和宝船模型。“郑和代

表着中国人的智慧和胆量。希望通过郑和

宝船模型的展出，让外国人对中国多一点

了解。”陈云斌真诚地说。

德国华商陈云斌：中国就是我的“根”

陈云斌（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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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泡參中號4oz
0168-M4

大號泡參4oz
0111-4

中號泡參4oz
0112-4

中小號泡參4oz
0113-4

更多優惠訊息請洽各經銷商及超市

許氏創辦人 許忠政
攝於許氏威州花旗參農場

許氏45週年慶豐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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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MarketBusiness & Personal Accounts 

ROCKET 88  

 

Tier 1 $0 to $24,999.99              0.28%*APY 

Tier 2 $25,000 to $99,999.99    0.88% APY 

Tier 3 $100,000 and above       2.18% APY  

 

 

 

 

 

 
 

Account Details 
• $5,000 minimum opening deposit required
• Maintain a $5,000 minimum daily balance to 

avoid the $20.00 monthly maintenance fee
• ** We impose a per withdrawal fee of $10.00 

for withdrawals in excess of six (6) per 
statement cycle.

• We impose a fee of $0.35 per deposited item in 
over 50 in a statement cycle.  

Note: Rates are guaranteed for 6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the account was opened.  Valid only at Houston 
location.  

 
Houston Loan and Deposit Production Office 

Contact: Bernie Parnell
832.802.0900

14090 Southwest Freeway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FREE ATM transactions (nonproprietary 
ATMs within the U.S.) 

 Sign up for FREE E-statements (monthly 
paper statement fee $5.00)  

 Internet banking with bill pay  

Special rate is subject to discontinue at any time. The APYs are accurate as of April 1, 2019. The minimum balance to open of these Money Market rates is $5,000. The 
APYs vary with the balance: the APY on balances of $0 to $24,999.99 is 0.2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25,000.00 to $99,999.99 is 0.8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100,000.00 and above is 2.18%. FDIC standard deposit insurance coverage limit is $250,000.00 per depositor, per FDIC- insured bank, per ownership 
category. **Transfers/withdrawals: any transfer of funds that is initiated by pre-authorized or automatic transfer, or telephone (including data transmission) 
agreement, order or instruction or by check, draft, debit card or similar order (including Point of Sale transactions), made by the depositor and payable to third parties. 
Transfers and withdrawals made in person, by messenger, by mail or at an ATM are unlimited, but will be subject to excessive withdrawal charges.  
*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www.OneWorldBank.com

一直以來，您為家人著想。您傳承舊傳統，同時也為家人建立新價值。您是

否想過，您最希望留給後代子孫什麼呢？

Dignity Memorial®是業界規模最大且最 值得信賴的殯葬與墓園服務公司。
不論您的 信仰與傳統為何，我們遍及全美的專業顧問 都將盡力協助您做
好生前規劃。Dignity Memorial為您留下希望一輩子的珍貴回 憶與價值。

DignityHoustonChinese.com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傳統   傳承   對家人無止盡的付出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HOUSTON

281-497-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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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百利失去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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