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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马上要开课啦!

学习英语的七大元素
会话 - 听力 - 拼写 - 写作  
单词 - 文法 - 阅读

密集的英语课程
与老师互动，线上实时教学
网络课程

请致电! 
(832) 242-9099 

三个校区:
Southwest Houston
2950 S. Gessner 
Located Near ChinatownLocated Near Chinatown

Pasadena
213 W. Southmore

North Houston
16801 Greenspoint 
Park Drive

网址:
www.ic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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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電視15.3的《生活》已經
開播10年了，壹直是美南電視臺的重頭節目，《生活》
節目每月分為幾個主題，其中的《生活》、《大嘴吃四方
》、《味全小廚房》等節目在休斯敦家喻戶曉。2018年9
月9日起《生活》改版為《三個女人壹臺戲》，每期三個
女人侃閑篇聊八卦，節目由《生活》節目總制片人黃梅子
主持，借鑒鳳凰衛視中文臺的《鏘鏘三人行》節目，不過

《三個女人壹臺戲》的主持人和兩位嘉賓均為女性，由於
主持和嘉賓見聞廣博，學識豐富，現場氣氛輕松愉快，三
位美女如同閨中密友般無話不說，各抒己見，交流自由觀
點，不掩飾真實性情，所以談者津津樂道，聽者樂趣橫生
。

本期嘉賓為龍學天下中文學校王榕校長和美容師An-
gela，本期話題是這些年我們追過的劇。請今晚2021年1

月 2日晚 7:30鎖住美南國際
電視15.3頻道，收看《三個
女人壹臺戲》，重播時間為
周日上午9:30-10點，周壹晚
8點，周二下午1:30。

您也可以在手機上同步收
看 ， 請 至 APP Store 下 載
Southern News Group, 下載
好以後點擊進去首頁，再點
擊STV就可以同步收看美南
國際電視15.3了。

網上收看請進去youtube
頻道，搜索 STV15.3 Hous-
ton Life，然後點擊“訂閱
Subscribe”，以後就能隨時
收到訂閱提醒，收看到新
《三個女人壹臺戲》了。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三個女人壹臺戲三個女人壹臺戲》》
本周看點本周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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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重創歷史的2020庚子年
那些值得回顧與省思的往事那一年那一年﹐﹐歷史在為我們哭泣歷史在為我們哭泣 (5之1)

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非
馬
雙
語
詩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川普牆 THE TRUMP WALL
在21世紀

沿著我們心的邊界

築起的這道牆

在黑暗人性的滋潤灌溉下

無疑將分裂繁殖

成為偉大的

美國長城

等一等

你是想

進來

還是要

出去

Built at the border of our heartsBuilt at the border of our hearts
this wall of thethis wall of the 2121st century will grow drawing nourishst century will grow drawing nourish--
ment from all dark cornersment from all dark corners

of human natureof human nature
to become the Great Wallto become the Great Wall
of Americaof America

Hold it!Hold it!
are you trying to come inare you trying to come in
or get outor get out



BB44
星期六       2021年1月2日       Saturday, January 2, 2021

李著華觀點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重創歷史的2020庚子年
那些值得回顧與省思的往事那一年那一年﹐﹐歷史在為我們哭泣歷史在為我們哭泣

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5之2)

非
馬
雙
語
詩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嬰啼 #1 A Shrieking Baby #1
這一聲呼天搶地刺耳的嬰啼

是一條越拉越長的臍帶

連接過去與未來

綿綿仇恨的

黑洞

但願接生婆

及時驚醒

一刀剪

斷
--布魯塞爾恐襲現場布魯塞爾恐襲現場，，20162016..33..2222 -at the scene of Brussels' terrorist attack,-at the scene of Brussels' terrorist attack, 20162016..33..2222

this piercing cry of the babythis piercing cry of the baby
is a long long umbilical cordis a long long umbilical cord
stretching between old and new hatredsstretching between old and new hatreds

the black holes waiting to devourthe black holes waiting to devour
the entire human worldthe entire human world

hopefully the midwifehopefully the midwife
will wake up in timewill wake up in time
and snip itand snip it

before it's too latebefore it's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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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AA55 芝加哥時報Chicago Chinese News星期五 Friday, Jan. 01, 2021 AA55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重創歷史的2020庚子年
那些值得回顧與省思的往事那一年那一年﹐﹐歷史在為我們哭泣歷史在為我們哭泣 (5之3)

非
馬
雙
語
詩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嬰啼 #2 A Shrieking Baby #2

rising from the smoke and rubblerising from the smoke and rubble
of hatredof hatred
a siren wailsa siren wails

leads the ambulanceleads the ambulance
that carries wounded humanitythat carries wounded humanity
towardtoward

the emergency stationthe emergency station
of the universeof the universe

hopefullyhopefully
it will arriveit will arrive
in timein time

拉著

從仇恨的硝煙裡響起的

一聲長長的淒厲警笛

救護車

載著血肉模糊的人類

向宇宙的急救站

疾馳過去

但願在抵達前

還沒太斷氣

--布魯塞爾恐襲現場布魯塞爾恐襲現場，，20162016..33..2222 -at the scene of Brussels' terrorist attack,-at the scene of Brussels' terrorist attack, 20162016..3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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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假广告
重复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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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的鐘聲已經清脆敲響，新
年的腳步已經翩然而至。我們在此
辭舊迎新之際，為大家盤點2020年
度十大移民新聞。

1. 2020 年 12月，美國已有
三個法院宣布，因為勞工部違反了
行政程序法關於頒布新政策前必須
公示的規定，新政策被判定無效。
2020年10月8日，美國勞工部發布
新政策，大幅提高在美H-1B簽證
申請人的薪資要求。美國雇主必須
書面承諾支付外籍員工比以前高出
很多的薪水。這將嚴重打擊美國雇
主雇用H-1B員工的意願。

2.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
請急劇增加，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
護移民局工作人員健康安全而導致
的人員減少，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
大大延遲。甚至出現了申請遞交之
後兩個多月還沒有收到收據的情況
。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請後，會初
步審核壹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提
交了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
壹般會在30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通
知。如果您交的表格、支票和相關
證明材料不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
退件通知，被視為沒有按時正確的
遞交申請。

3. 2020年12月1日起，入籍
考試有兩項重大變革：第壹，入籍
考試的題庫從原來的 100 題變為
128題。第二，申請人需要從20道
題中至少答對12道。原來的規定是
從10道題中至少答對6道。

4.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
總領事館在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位
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
館接管。認證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
比較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第壹
，以前委托書只需要三級認證：公
證-州政府-休斯敦總領館。大使館
增加了美國國務院的認證要求。第
二，以前三級認證的文件內容可以
是中文，現在美國國務院要求所有

文件必須有中英文。第三，因為疫
情的原因，美國國務院不對公眾開
放，辦理認證的時間需要長達三個
月。第四，大使館不接受郵寄辦理
認證。第五，因為疫情的原因，大
使館現在不對公眾開放。有緊急情
況需要先郵件聯系說明緊急事由，
預約成功才能辦理。

5. 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
統正式簽署移民暫停法案。法案主
要內容包括：美國暫停發放以下移
民簽證六十天：抽簽移民簽證暫停
發放；職業移民的移民簽證暫停發
放；公民申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
民簽證暫停發放；綠卡申請配偶和
孩子的移民簽證暫停發放。6月22
日周壹下午，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
統令，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四月份
簽發的總統移民禁令延長到年底；
暫停境外的 H1B、H4、L1、L2、
J1、J2簽證的發放；要求制定法規
使H1B、EB2、EB3的申請不影響
美國工人；境內H1B、H4、L1、L2
、J1、J2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時不
受影響；護照上有相關有效簽證者
和持有回美證的人士不受影響。

6. 川普總統任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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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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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
疫情為由要求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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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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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綠卡申請
人，增加了I-944表的要求。

9. 川普總統任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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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政治庇護和難

10.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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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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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solisyanlaw.com周壹到周五:9:
00AM-5:00PM, 周六:10:00AM-1:
00PM.

盤點年度十大移民新聞盤點年度十大移民新聞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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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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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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y Fred Hsu

2013年11月克安通牧師就預言：「神

要呼召你們教會成為原住民的父母，神會

給你們馬車，帶你們進到原住民當中。」

那時我們最多能想到的就是台灣或中國的

原住民，萬沒想到是美國的原住民，因那

時，美國的原住民我們一個也不認識。

2015年9月在加州慕主錫安堂的”北美回家

聚集”，江牧師邀請一位加拿大的大酋長

Lynda Prince來分享，那是我第一個接觸的

美國原住民，第一次親耳聽到原住民講述

他們的心聲。臨走時她說：「希望你們回

去看看能否在東岸找到原住民。」

2017年7月在新澤西Egg Harbor有一

天的小型”回家”聚集，總共80人，其中

中國來的華人有21位，美國原住民有3、
4位。費城的Peter Smith牧師說：「美國

歷史上白人對原住民的不公義，華人能打

開那結，幫助原住民得恢復。」事實上那

次中國弟兄姐妹帶來的三千美元，及聚會

收到的奉獻，扣除開銷之後所餘的六千美

元，我們自己分毫不留，都全數奉獻給原

住民，幫助他們解決當年10月”All Tribe 
DC”聚集租借場地所缺的急需。

2018年12月我們又辦了一次三天的聚

集，地點仍在Egg Harbor，前後報名有400
人，其中原住民有40位。我們不是特別為

他們辦的，也沒有特別去鼓動他們來，但

陸續要來的很多，是神在動工，許多華人

也奉獻金錢幫助他們的旅費。神也感動當

地Praise Tabernacle教會出錢出力，提供場

地，代禱，接機，安排住宿，還動員廚房

全力投入，三天做美好的三餐給幾百人！

這就揭開我們與美國原住民同行並

成為家人的序幕。從2016至今，最先有彭

牧師去拜訪在Montana，Nebraska，South 
Dakota 及Oklahoma 的保留區。後來又有

人到賓州看當時印第安孩童的住宿學校遺

址。14位東岸華人，加上台灣伍牧師夫婦

及十幾位東西岸與德州的非華人一起去

South Dakota九個保留區十天敬拜走禱。我

們也付代價帶一些人去馬來西亞，台灣，

韓國及日本的”回家”聚集，深盼他們當

中有人能體會”回家”的核心價值，對他

們的族群合一與同行一定能有幫助。

疫情剛要發生之前，2020的二月，我

們邀請他們來東岸DC附近同住三天。有原

住民11位，白人2位，外地華人12位，當地

華人5，6位，一起煮飯，燒咖啡，敬拜，

禱告，交通，講故事，最後立鹽約。家在

形成，神的愛真實地把我們串在一起。

接下來的十個月，直到今天，我們經常上

線交通，彼此關心，甚至疫情中有8位還

買了票，打算從東岸搭火車20幾小時，去

Mississippi 拜訪並關懷他們。那種愛是真實

的，是從神來的，是天父的心，祂竟真的

選中了我們華人！

幾週前電話上，住Oklahoma 的一姐

妹說想來東岸看家人，過聖誕，我們說，

好啊！緊接著，別人也響應，結果分別從

Montana，North Dakota，New Mexico等
地，好幾位原住民也要來，最後來了7位，

本地的華人有21位，加上韓國人一位，總

共29位在彭牧師的新家有一整天的聚集，

敬拜，禱告，吃飯，聊天，交換禮物，分

享”回家”，彼此服事。神又做了很大的

事，都不是人的計劃安排，是當我們謙

卑，心對了，願意彼此相愛尊榮，互相接

納饒恕，作家人時，神就做工，不是人做

福遍中國教會長輩中心劉麗明主任代

表贈送聖誕禮物：巧克力、餅乾、帽子、

圍巾、杯子、口罩等。

讓Y媽媽(原住民印地安人)和孩子們享

受天父上帝的慈愛暨華人給他們全家的愛

心與溫暖。

3pm我去“惠康”超市買菜回家途中

看到Y媽媽在Dairy Ashford與百利大道交介

路邊乞討，剛好遇上紅燈，我下車趕快把

捐贈的baby用衣物、小毛毯交給她，也送

她一份西南國語教會2021年曆。

我約靈糧堂的謝弟兄Andy夫婦4:35pm
來Dairy Ashford與百利大道交介加油站

見，他們也送來三大袋男孩暨女孩衣物給

Y媽媽(印地安原住民) ，筆者載送Y媽媽回

家，她翻看2021年曆說很喜歡年曆中每個

月有不同美麗的花圖片。途中她說她有四

個男孩，兩個女兒，大女兒結婚生一個小

孫子，已四個月，去外州工作，她和小女

兒幫忙照顧

小 嬰 兒 ，

她 說 自 己

很想找份工

作...。
12-28
永生神

基督教會戴

京惠姐妹打

電話告訴我

說 她 幫 忙

收 集 到 小

baby1-3歲
衣物明天轉

交我送給印

地安人Y媽媽，給她小孫子穿。感謝神興

起我們華人弟兄姐妹愛神愛人的心。

讚美神，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祂的信

實直到萬代。

◎回響

潘師母辛苦了，Y媽媽能見證神的

愛，藉著潘師母傳到她們一家，願神紀

念。黃楷

感謝神，藉由你們將愛傳送，若還有

任何需要，也請告訴我們，一起將愛傳送

出去。願主賜福、堅固你們所作的工！白

添城師母胡美華

敬祝　新年蒙新恩

12-23聖誕禮物

昨天下午送給

路邊乞討的Y媽媽

(印地安人 )愛心聖

誕禮物有牛奶，果汁，一隻雞，baby用衣

服，洋芋七個，圍巾等，她非常高興。(上
次也給她冬衣物，毛毯，食物，皮薩，一

隻雞，帽子等)她有六個兒女，四個月大小

孫兒。

印地安人Y媽媽她告訴我她先生有暴

力行為，打她頭，她離婚後帶兒女出去自

己生活。

聽說低收入家庭，每個孩子政府有貼

補$300….
Y媽媽她們全家七口人租房一間卧

室，她說盼望可以住在三房更好，四個男

孩、兩個女孩，大女兒結婚去外做事，留

下小孫兒四個月大在家，由Y媽媽和小女

兒照顧，有時筆者看見Y媽媽她日曬、風

雨無阻在街頭乞討。雖然貧困，但她笑容

滿面，很喜樂，是基督徒。求主耶穌憐憫

賜恩給她。

12-27
回想歐洲清教徒登陸美國新大陸時，

第一個感恩節是當地印地安人愛心給清教

徒們吃食物火雞，玉米，南瓜等，教他們

如何栽種農作物玉米等。

今天我們華人移民來美，感謝神，我

們華人何其蒙福，有幸可以來幫助支援這

些貧困的原住民印地安人，我們像家人一

樣彼此幫助，彼此相愛，更幫助到Y媽媽

家剛出生的小孫兒(第三代原住民後裔) 。
感謝

周劉美師母(迎主教會/號角義工)轉捐

贈食品牛奶，烤雞，洋芋，蘿蔔，美式早

餐，皮薩，等。

胡小立姐妹(華人聖經教會/號角寄報

義工)捐贈夏季衣物、毛毯等。

李國宏姐妹(福遍中國教會/愛心天使)
捐贈男孩用冬衣物、毛衣、帽子等。

美秀姐妹(西南國語教會/號角寄報義

工)捐贈食品牛奶、果汁、baby衣物。

周藝萍姐妹(西南國語教會)捐贈baby
用品小毛毯等。

Andy謝弟兄夫婦(靈糧堂)捐贈男孩，

女孩用舊衣物三大袋。 
潘師母捐贈食物、舊衣物、長褲、

裙子、冬衣(給男孩，女孩用) 、圍巾、帽

子、球鞋、蘋果、書包、烤雞等。

Andy謝弟兄夫婦與 Y媽媽。

◎白 衣

栽種「回家」的種子在原住民當中

◎周劉美師母

一起送愛給Y媽媽

的，是神做的。

有兩位住我們家一整禮拜，天天吃三

餐，聊天，談”回家”，談書法，哪裡也

沒去，但吸收很多。一星期，集體東岸華

人“家”的呈現令他們感動。不是宗教表

現，是心靈真誠。不是職稱頭銜，爭競地

位，是愛、是關係。不是用福音四律，是

用東岸這個已經形成了的神的家。沒有”

家”的愛，人不容易被吸引進神的國。所

以，去愛吧，用愛把人愛進神的國，也就

是神的家，使一個個孤兒成為神的愛子、

公主，而不是去蒐集世上的孤兒們，只叫

他們信耶穌上天堂！啊，神是天父，神的

國是家，教會應該也是家呀，這正是人們

尋尋覓覓在找的。這世界是個大孤兒院，

神的教會不應該是孤兒院。原住民說在他

們本族中所失望的，這幾天在華人中找到

了，他們感動，流淚，重複不停地讚嘆。

我們也告訴他們說，其實華人也不例外，

白人的教會亦然，大半是機構，真正成為

家的還是少啊。

這次在東岸他們看到了樣本，看見他

們族人的一線希望。有一位說：「我以為

我的家只剩我一個人了，但今天知道我還

有這個華人的家。這禮拜所學的無法用錢

來計算。我們會帶回去，恐怕行李都要大

大地超載重了！而且會傳出去。我會去租

一個房子，邀請有心人來聚，我要跟他們

分享”回家”。”回家”正在往前行進，

很快會給你們進展報告。」有一位說：

「新皮袋才能裝新酒，真實的關係會帶來

爆炸與突破。若沒有你們華人，我不知能

否走到今天。」

神無所不知，祂早已知道，祂說：

「看哪！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將新

事說明，這事未發以先，我就說給你們

聽。」（賽42:9）原來在不知不覺中，我們

已經步入祢永恆的計劃裏。啊，主，祢名

稱為奇妙！

Y媽與大兒子歡喜接受華人捐贈的衣物，
食品，蛋糕等。

戴京惠姐妹捐贈 1-3歲孩子
衣物給 Y媽。

遠去的往事今日跟潘師母又談起，她離

開之前說：「把它寫下來晚上 10 點前交稿

喔，別忘了。」 
住在台灣高雄後勁加工區女子宿舍旁，

煉油廠附近，針對勞工群體附近鄰居傳福

音。

四年滿了，工福總幹事蔡國山牧師希望

我們能去接教會牧養的工作，有些教會牧師

年老，需要有年輕牧師接棒人。稀奇的負擔

在心中。我們不願離開後勁的福音事工。蔡

牧師就說既然這樣那我個人就為你們擺上

六個月的房租，感謝主房租有了六個月。 
那幾年台灣反五輕非常的厲害，棺材都

放在大門抗議。煉油廠設立了回饋基金給

後勁區的居民，電費，水費基本度內免費，

每人一年有三桶瓦斯免費，我們搬去住在那

裡向勞工群體傳福音正好趕上這個福利。感

謝主房租有了六個月的錢，同時又得到水、

電、瓦斯免費感謝主。真是在乎當時的機

會，住對了地點。 
傳福音的靠福音養生，我們出去服事回

到家會發現門口不是有蔬菜水果，就是米，

麵條，沙拉油，醬油，偶爾還有便當。如今

二十多年過去了都不知道是哪些人愛心擺

上，願主賜福他們沒有任何的缺乏。 
有一天女兒的同學打電話過來說：「周

媽媽，當妳們搬離開台灣到貝里斯，這些福

利全部都取消了。還有一件事就是妳要離開

後勁之前，對我們那個社區的人說主耶穌會

賜福給你們每戶 100 萬，我們家也拿到 100
萬了。」我問她發生什麼事，她說有一天煉

油廠黑油撒在屋頂上，汽車上所以整棟房子

賠 100 萬，公寓每戶賠 50 萬。 
來到美國，一曰我先生說錢差不多沒

了，但神跡奇事又如同雲彩般圍繞著我們，

五、六年的義工日子說不清楚的困難，但我

們所事奉的主，一路引導開路，環境的顯明

與印証，我們應該留下繼續傳福音帶領人認

識主，我們帶領的毛先生在癌症開刀前說，

我要受洗，如果沒有死，感謝主我有永生，

如果開刀不成，死了，我可以到耶穌那裡也

神跡奇事永隨

有永生。後來他的太太從中國來也願信耶穌

受洗，希望將來能夠一起在天堂快樂的生

活。 
2020 疫情的關係有許多食物銀行或宗

教團體分給社會民眾。信主的和未信主的人

陸陸續續地分享給我們，叫我們沒有缺乏，

也能夠分享給周邊的流浪的、討錢的或生活

困難的人，讓愛圍繞在其中，北區中國教會

中美團契一位美國約翰弟兄和天娜姊妹願

意參與這份分享行動，每月有一個星期日自

Woodland 自備食物開車送來，分享食物給

這些流浪的或生活困難的人補補營養，讓愛

傳遞下去，越給生命越豐富。 
願主耶穌𧶽福那些幫助我們的 Welcome 

Home Ministry 事工的人，你們的善行和捐

輸的，事情順利，仁義存到永遠，健康平

安。

周武籐牧師劉美師母接待達拉斯來訪客人

祝你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好話人人愛聽，因為代表了我們心底的

願望。遺憾的是好話往往也是空話，不能應

驗。

上帝不說空話，連咒詛也含意豐富。單

一句「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創世記

三 19），就預示了人類世世代代的命運，

還指示我們做人要勤奮，要自食其力，別指

望天降橫財。

很可惜，我們常過於看重「餬口」，而

忽略了「汗流滿面」。近代醫學指出，體

能活動無論做家務、栽花種菜、步行、晨

祝你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運、健身操、上健身房，都有益身心，能

降血壓、血糖，有助安眠、保持四肢靈活、

提升免疫力、減低罹患心臟病和某些癌症的

風險，又讓腦子釋放一種令人快樂的化學物

質。

一句「汗流滿面」居然包含了謀生正

途、品格培養，以及快樂和保健養生的秘

訣。上帝的話多麼有意思！

我們成天坐著辦公、看書，原來不是好

事。整天上網、打機、看電視、上社交網站

聊天，不獨荒廢正事，還有損健康。人啊，

還是多思想上帝的話，方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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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美國教育贏
在終點?

中國學生有一種說法是“贏在起點，輸在終點
”。有人說：“中國的基礎教育質量在總體上比美
國好，其佐證之一是中國學生在各種國際性學
科競賽中都能取得比美國學生更好的成績。”但
是，“我們的學校很難培養出頂尖人才”，這也是
很多學生選擇去美國留學的原因。對比中美兩
國的教育，我們需要思量：到底是什麼讓美國教
育贏在終點?

問道：“錢學森之問”
在很多方面，我們都主張向美國學習，但

惟獨在基礎教育領域，一向不屑向其請教。理由
是：中國的基礎教育引人注目的“扎實”，而美國
的基礎教育出人意料的“差勁”。事實果真如此
嗎？

疑問一
在1900~2001年諾貝爾科技、經濟獎獲得

者全世界共534人中，美國有230人，占43%，而
中國人獲獎人數極少。並且美國人獲獎比率還
呈上升趨勢。為什麼美國基礎教育“差勁”反而
頂尖創新如此之多，相反，中國的基礎教育如此

“扎實”而重大創新貧乏？差距為何如此之大？差
距的根源在哪兒？

疑問二
有人統計了1999~2001年世界3所一流大

學與中國6所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一流大學在
《自然》、《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結果是，6
所中國一流大學總和只有20篇，還不及哈佛一
所大學的零頭（399篇）。難道都是基礎“扎實”惹
的“禍”？

美國經濟之所以發達，之所以把諾貝爾獎
頻頻收入囊中，一般公認的解釋，就是美國的高
等教育特別發達。那麼，如果我們繼續追問下去
：為什麼美國的高等教育如此發達？發達的高等
教育與基礎教育之間有無聯繫？如果美國的基
礎教育真的“差勁”到美國人無法忍受，那它又
怎麼孕育如此發達的高等教育？

這些問題與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不謀而
合：“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是中國教育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
個教育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對比：美國見聞與中國現實
現象一
美國知名大學間競爭激烈的表現之一，就

是看誰能給既貧寒又優秀的學生提供最優越的

條件；而在我國，各大
名校之間拼得最凶的
是爭奪各省市的高考
狀元。哈佛大學每年的
學費收入，主要用於學
生獎學金的發放。在美
國，越是名校，學費越

貴，但獎學金也越多，進名校即意味著享受免費
教育。

在一所號稱美國中學屆“哈佛”的精英高
中，其校長稱，他們私立高中每年學生的學費為
4萬美金，但是錢不夠用，還需要花大量的精力
籌錢。而在我國，相對發達地區的民辦學校每年
每生收費5000元，學校還能盈利。原來，美國這
些精英學校把學費的很大一部分作為助學金和
獎學金，它們靠社會資助而不是學費來辦學。

現象二
美國一私立高中占地 300 多畝，容納了

380名學生。可校長說學生太多了，他期望的人
數是300人，這才能為不同學生提供更為個性化
的教育。

美國私立中學一般不設行政班級，實行走
班制。教師任課實行模塊分割，一般主講一門學
科或一門學科的某一模塊。必修課根據學生學
業水平，分成不同層次的班級，打破年級界限，
實行分層教學；選修課則按照學生興趣、愛好，
在輔導老師的指導下，由學生自主選擇。教師在
自己所任教的教室辦公。學生流動，教師不動，
教室固定的“走班制”，是美國課堂教學的最大
特色。

而在中國，如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深圳，教
育局規定中學每班限額50人，小學45人，事實
上，多數熱門學校班額均超標，一個班六七十人
的比比皆是，很難談得上個性教育。不少民辦學
校的基礎條件較差，只是在一定程度彌補了義
務教育的不足，更談不上優質教育。

現象三
美國基礎教育階段課程設置由學區教育

委員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分為必修課和選修
課。必修課（需要通過高中學業水平測試取得高
考報名資格的課程）與大學招生資格考試接軌；
選修課則五花八門，完全根據學生興趣愛好與
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定。美國知名大學錄
取時特別看重學生在高中時是否上了難度較大
的課程即AP和IB，另外，還十分看重學生的課
外活動。在大學申請表上都有一欄：高中期間參
加過什麼課外活動，參與了幾年，擔任過什麼職
務，得過什麼獎勵或榮譽，獎勵或榮譽是地區級
、州級、國家級還是世界級的。

反思：是什麼讓美國教育贏在終點

把學生看作資產而非產品或顧客
對比中美兩國的教育思想和著眼點，我們

發現，美國教育看似不重結果，不求短期速成，
但卻後勁十足，因為無論私立還是公立學校推
行的教育，是把學生當作一種可以增值的資產。
學生的人生成功是其教育的目標，學校關心的
是學生的整體素質，考量的是學生的學業水平、
課外活動、為人處世、社會參與等關係到學生一
生成功與否的諸方面因素。

而中國不少學校的教育是急功近利追求
短期效果，把學生當作是產品或者顧客，更多的
是讓學生死記硬背書本知識，取得優異的考試
成績，滿足家長社會的階段性要求，而很少考慮
學生的長遠發展。部分民辦學校更是將學生當
作賺錢工具，把教育看成這個世紀最賺錢、最保
險的行業。因此，中國教育就走進了這樣一個怪
圈：小學老師埋怨幼兒園老師沒有把孩子教好，
中學老師埋怨小學老師，大學老師埋怨中學老
師，用人單位埋怨大學老師乃至整個教育系統。

美國頂尖大學像哈佛、耶魯，基本上全是
私立的，主要依靠民間的財源而不是政府的經
費來維持運轉。學校不靠辦班、收學費過日子，
主要經費來源是校友的捐贈。每所名校都有一
筆巨額的捐贈基金，這是學校實力的基礎。

美國教育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讓每一個
才能卓著的孩子有機會接受一流的教育，絕不
能讓經濟條件擋住他們的路，讓低收入家庭的
優秀孩子同樣有機會上精英私立學校。按我們
一般的看法，所謂私立學校，就是從學生身上賺
錢。美國的名校則是向學生身上投資，通過教育
，給學生的心靈留下永久的印跡，奠定他們一生
的事業和生活的基礎。這些學生成功後自會捐
助支持學校的發展。

滿足個性化選擇的精英教育
早聽說美國的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好，但

我一直認為這是謠傳。以我在中國的經驗，私立
學校有兩種：一是貴族學校，收費奇高，培養出
來的孩子從小就自命不凡，牛氣沖天；另一是簡
陋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招生對象是那些因為種
種原因上不了公校的人。可到了美國一看，還真
不是這麼回事兒。在主流評判體系裡，私立學校
的口碑往往超過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因為是自負盈虧，因此，規模上
要小得多。學校規模小，是為了提供更加優質的
教育，讓每個學生享用更多的教育資源。並且私
立學校學費高昂，每年動輒3至4萬美元，這使
得很多中產家庭對私校望而卻步，再加上殘酷
的招生淘汰，很多掏得起學費的家庭也很難輕
易把孩子送進去。基於此，私立學校被稱為“貴
族學校”也就不奇怪了。而我國的民辦學校往往

想的是如何擴大辦學規模，因為它們是靠學費
生存的。

為保住“貴族”的頭銜，或者區別於公立學
校，私立學校就勢必要在軟硬件上強調質量。首
先，私校不論規模大小，師生比例從不會超過1：
10。一個小規模的四年制私立中學一般只有200
到400名學生，而全校有教學任務的老師，最少
也得有40到60名。最大的私立中學，學生也不
超1500人，而至少有200到250個老師“伺候”。

與國內的高中相比，這些學校小而精，每
個學生都能得到老師足夠的關注。同時，為了實
現精英教育，在每一門具體課程的學習中，也要
貫徹小班教學的理念。有一所私立學校，每個教
學班學生不超過10人，甚至只有三四名學生。每
個學生，無論積極與否，上課時都有發言或被老
師提問的機會。

培養“T”型人才而非“孤獨的專業主義者”
美國知名大學十分看重學生的課外活動。

如果一個學生某項成績中等，但課外活動十分
出色，知名大學也會搶。知名大學，如哈佛極看
重一個學生的領導能力，出色的個性以及特殊
的才能。

美國大學的價值取向直接影響其高中教
育。美國私立寄宿高中的學分課程設置主要分
為：必修、選修、榮譽/高級課程。一些知名中學
在整個高中階段開設課程多達300餘門。除了每
個學校規定的必修課外，選修課程的設置可以
看出這個學校教育的多樣性。如有些學校在高
中階段開設建築、寫作、藝術欣賞等諸多選修課
程。

除此之外，AP課程與IB課程也是美國高
中階段的特色課程，尤其是 AP 課程（Advanced
Placement），即大學學分先修課程，其難度相當
於美國大學大一課程。AP課程開設門數越多，
證明這所中學的師資水平越高。AP課程的成績
達到4分或以上(滿分5分)，就可以沖抵大學學
分，美國大學實行學分制，如果修的AP課程多，
在大學裡就可以省錢省時，提前畢業或修一個
雙學位。

如此的課程設置，培訓出來的學生基本都
是T型人才。用字母“T”來表示他們的知識結構
特點，“—”表示有廣博的知識面，“|”表示知識
的深度。兩者的結合，既有較深的專業知識，又
有廣博的知識面，這類集深與博于一身的人才
不僅在橫向上具備廣泛的一般性知識修養，而
且在縱向的專業知識上具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
獨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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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批評中國式批評VSVS美國式表揚美國式表揚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學校心理學專業助

理教授王慈欣接受澎湃新聞專訪，闡釋她眼中
的中美校園及家庭教育差異。她表示：“若家長
一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
成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

“但過度表揚也會產生問題”。
中美教育差異：中國式批評VS美國式表揚

王慈欣持有美國心理學行業執照（Licensed
Psychologist），其目前研究主要包括欺負行為、
青少年心理健康、學校教育以及親子互動。因其
自身的成長背景，王慈欣對於華裔父母的教育
方式深感興趣。出生在中國的她還記得一年級
時考試得了99分，但母親卻批評她沒有得滿分。
如今她已身為人母，對孩子的教育有了更多的
思考。
大班教學和小班教學各有利弊

王慈欣在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做了一
場名為《學生欺負行為和老師教育方式：中美對
比》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她提到比起美國學
生，中國學生更喜愛學校，無論同學關係還是師
生關係也都比美國學生親近。“中國學生會更認
為校園規矩是公平的，事實上他們的問題行為，
如打架、欺負同學等也確實比美國學生少。”

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有研究顯示中國老師
更容易營造一種積極的相處氛圍。相比美國，中
國有更多的大班教學，也少有走班制，這意味著
上課時間更緊湊、中國學生更能集中注意力，老
師也能和學生有更長的相處和瞭解時間。“不能
說小班教學就一定比大班教學好，只能說各有
優劣，存在差異。”

又比如，中國的老師們經常說“同學們都要積

極舉手發言”、“同學們排好隊”、“同
學們不要吵”等。“在問題行為發生前
，中國老師就會提醒學生了。”王慈欣
說，相比澳大利亞、以色列、美國學生
，中國學生認為老師運用了更多的提
醒、表揚和獎勵機制。

另一方面，“學生被老師趕出課堂”
或“被學校暫時開除”的現象在美國
學校十分常見，每年大約有3百萬人。

“在中國的數量暫時不得而知，然而
大多數亞洲教師認為學校開除學生
是不可取的。”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
她認為這種校園教育的差異和中美
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中國強調集體
主義，重視相互關聯，而不鼓勵攻擊
行為，所以中國學生比起美國較少有
暴力；中國傳統文化也講自省與尊師
，所以中國學生會比較‘聽話’。開除
現象也就少了。”

不過，王慈欣也強調並不能因此說
明中國的校園教育要比美國成功。

“因為教育的成功還要看學生成績、
心理健康、行為表現、創意等方方面
面。”對於現在不少中國父母急於將
孩子送出國讀書，她認為一是因為國際化的緣
故，二是國外教育的衡量標準更多元化，類似

“學習成績”這樣的競爭不會像中國那麼激烈。
家庭教育：中美都不能只有“虎媽”

2011 年，耶魯大學華裔法學教授蔡美兒的一
本《虎媽的戰歌》曾引起人們關於中美教育方法
的大討論。書裡介紹了她如何以“中國式”教育

方法管教兩個女兒：罵女兒垃圾、要求每科成績
拿A、不准看電視、琴練不好就不准吃飯等。然而
女兒確實也“不負期望”：從跨進學校大門的第
一個學期開始就保持著門門功課皆“A”的全優
紀錄；姐姐14歲就把鋼琴彈到了卡內基音樂大
廳，妹妹年僅12歲就坐上了耶魯青年管弦樂團
首席小提琴手的頭把交椅。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對孩

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實這
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的家
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到一
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有虎
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並不
好。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

對孩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
實這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
的家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
到一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
有虎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
並不好。

有研究表明美國家庭中亞裔父母要比白
人父母更多批評、更高要求、更少表揚。“因
為中國文化強調為人謙虛，但美國文化強調
張揚自我以獲得關注。所以一般美國家庭更
傾向于表揚孩子。”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對待
孩子，美國人就是隨意“放養”，中國人則是
嚴格“圈養”。王慈欣則認為“不一定”，因為
中美樣本中的個體差異依然很大。“也有個
案提到美國中部白人家庭對孩子十分嚴厲。
”

王慈欣補充，隨著受西化影響的中國年

輕一代也成為了父母，我們也不能將中國教育
與“高要求、嚴懲罰”直接畫上等號。但無論中國
還是美國的家庭教育，王慈欣都認為，“嚴格要
求”之外還要配合“支持和鼓勵”。“父母的鼓勵
和支持會帶給孩子正面的影響，反之，過於掌控
孩子和處罰孩子會帶來負面影響。”

前年 1 月，王慈欣在美國期刊《家庭問題》
（Family Issues）上發表研究論文《父母行為、兒童
憂鬱征狀和行為不當問題：中國青少年自尊心
與學校適應困難》。這份研究調查了589位來自
中國杭州的12歲到19歲高中生，以三項正面指
標（“支持”、“講理”、“關注”）和三項負面指標
（“溺愛”、“處罰”、“冷處理”）來評判孩子對父母
教育模式的感知及影響。王慈欣表示，若家長一
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成
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而
諸如“你做不好，我就不理你了”這類的“冷處理
”，對孩子亦有不良影響。
“此外今年我還發現，如果對孩子過度表揚，

反而會令男孩子的問題行為增多。”問題就是，
生活中的父母該如何把握“過度”？王慈欣告訴
澎湃新聞，現實確實比研究複雜多了，每個家庭
的教育模式都不可複製，即便是同一個家庭裡
的兩個孩子，都有性格、情緒上的差異，各自“最
適合”的教育模式也不相同。她表示，父母最好
的檢查辦法就是通過觀察孩子的行為表現，如
是否情緒低落、有否抑鬱傾向、有無問題行為等
，以及評估自己的教養方式是否有效來調整自
己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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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統計，
截至北京時間12月31日2時22分，美國累計新
冠病例19740471例，累計死亡342318例。

福奇認為，美國將在明年秋季控制住（新
冠）疫情。 ”新冠確診病例向 1980 萬逼近、
變異病毒入侵之際，英國路透社以此為題報導
稱，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當地時間30日表示，在新冠疫苗的幫助下，美
國將到2021年秋恢復“某種表面上的正常”。
#福奇表示美國將於明年秋季控制住疫情#

報導稱，福奇當天與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
文•紐瑟姆“在線”討論疫情時發表了上述言
論。

紐瑟姆稱，南加州聖地亞哥地區當天早些
時候證實出現首例攜帶變異新冠病毒的患者。
福奇表示對此“並不感到驚訝”，他還補充說
，變異病毒可能會在全美各地感染更多病例。

而在談及新冠疫苗時，福奇表示，他有信
心克服疫苗分配早期出現的問題。

福奇告訴紐瑟姆，他預計明年4月，疫苗
將根據需求向公眾廣泛提供。而假設廣泛的疫
苗接種工作將持續到5月、6月和7月，福奇繼
續說：“到初秋時，我們將有足夠好的群體免
疫力，恢復某種表面上的正常——學校、劇院
、體育賽事、餐館（正常運營）。”

福奇：美國將於明年秋季控制住新冠疫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我國患抑鬱症的人數超過5400萬人，佔總人口的4.2%。大學生
群體因身受學業、就業、感情等壓力，更是成為患抑鬱症的主要群體。

早前，很多研究人員已經提出經常進行體育活動的人，患抑鬱症的機率相對較低。但這一說
法仍缺乏確切證據。美國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研究團隊近日對該說法進
行了基於基因數據的研究，以確認體育活動是否真的可以有效降低抑鬱症發病機率。

麻省總醫院基因組醫學中心精神病學和神經發育遺傳學組Karmel Choi博士表示：“我們已
經在基因數據中發現證據可以證明體育活動越多，患抑鬱症的機率就越低。這一發現至關重要，
這可以幫助我們尋找預防抑鬱症的方法。”

本研究採用了孟德爾隨機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研究方法，利用基因變體研究非基
因因子產生的影響。在實驗中，人們體內遺傳的基因變體，如與體育活動有關的因子，呈現出不
同水平，高於或低於平均值。這表明，人們在進行體育活動時，這些基因變體隨之產生變化。這
種方法可以用於判斷體育活動與抑鬱症的真正關係。同時也可確定兩種性狀中哪一種才是致病因
素，比如，體育活動可以預防抑鬱症，但抑鬱症是否是由於體育活動不足而導致。

就該研究而言，研究者從大規模全組基因關聯研究（全球研究聯盟在英國生物樣本庫中針對
體育活動和抑鬱症所做的研究，簡稱GWAS）結果中發現了基因變體。 GWAS使用了兩種不同
的評估方法：一種是基於37.7萬名參與者提供的體育活動自評報告；另一種是從超過9.1萬名參
與者所佩戴的動作檢測傳感器（加速度傳感器）中讀取內容。而這項研究中運用到的抑鬱症方面
參考數據是由14.3萬名參與者提供。這些參與者有的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有的則不患有抑鬱
症。

經過研究人員的粗略計算，發現進行15分鐘對心臟有劇烈刺激的活動，如跑步，或一個小
時的適度運動，會降低抑鬱症發病機率。相對而言，運動量越大，抑鬱症發病機率就越低。

但Choi博士補充說：“雖然研究結果確認體育活動對預防抑鬱症確有成效，但由於人們患抑
鬱症的原因和程度各不相同，所以體育活動起到的效果因人而異。接下來，我們將會加深對體育

活動的了解，在為患者提供個性化預防建議上進行更多的研究。提升人們抵抗抑鬱症的能力。”

增加體育運動真的可以預防抑鬱症嗎？

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針對近 10 萬人
的飲食、生活習慣與健康狀態，進行長達24年
的追蹤調查顯示；每天攝取半茶匙橄欖油的人，
不但心臟較為健康，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降
低15%，還擁有降低中風、膽固醇、血壓、抑制
癌細胞等優點。

為了解大量攝入橄欖油，是否與改善美國民
眾心臟健康存在著因果關係，哈佛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針對63,867名女性與35,512名男性，展開
長達24年(1990年至2014年)的追蹤調查。

在開始調查時，所有參與研究的人員都沒有

心臟病、癌症與其他慢性疾病。所有人每4年就
接受問卷調查，回答有關飲食與生活習慣的問題
。此外，研究人員還運用統計模型，來比較橄欖
油與其他植物油(如玉米油、芥花油、紅花子油
、大豆油)，孰者對心血管健康更有益處。

結果發現，每天攝取超過半茶匙橄欖油的人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降低15%，心血管疾病
是泛指一切會影響心臟與血管疾病的總稱；同樣
地，每天攝取超過半茶匙橄欖油的人，得到冠狀
動脈心臟病的機率也下降21%。冠狀動脈心臟病
通常發生在富氧血液流向心肌卻被阻止或減少

每天半匙橄欖油降低 心血管疾病疾病罹患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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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聖誕迎跨年慶聖誕迎跨年，，恆豐銀行盈利創新高恆豐銀行盈利創新高
2020年 12月22日，恆豐銀行在位

於百利大道的總行會議室召開了一年一
度的年終總結及策略會議，由於疫情的
緣故， 今年的會議出席除休斯頓當地的
執行董事及總行員工外，所有外州董事
成員及分行員工，都以視頻視訊形式出
席會議。會議結束后，遵照歷年傳統，
舉行了每年一次的員工服務貢獻頒獎儀
式及聖誕抽獎活動。

會議上，吳文龍董事長及董事們聽
取了各部門經理的總結彙報及對於明年
的目標設定，最後，吳文龍董事長在做
總結時表示， 2020年，年初開始的新
冠疫情對於全球無論公共衛生方面還是
經濟方面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即便外
部環境不盡人意，但恆豐銀行卻創造出
了傲人的成績， 稅前收入將達到三仟陸
佰二十萬！

不平凡的2020註定被歷史銘記，

2020對於恆豐銀行而言是具有特別意義
的一年。經過22年不懈的努力，2020
年恆豐銀行總資產突破二十億大關，邁
入新的里程碑！2020年恆豐銀行總盈利
創出新高，是有史以來盈利最高的一年
！ 資產報酬率（ROA）1.46%， 投資報
酬率（ROE）13.5%， 今年的派發股利將
達到$ 2.50, 董事長在會議上再次感謝全
體董事會成員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吳文
龍董事長表示，企業最大的的財富是人
才，恆豐銀行在過去22年的經營中，一
直努力向前奔跑，並成績顯著，是因為
我們有一支凝心聚力充滿朝氣的精英團
隊。 尤其是今年，外部疫情環境惡劣，
但是我們的員工始終堅守自己的崗位，
盡一切可能性盡心盡意的為客戶提供服
務，除了為客戶提供日常服務外，恆豐
銀行為近300個中小企業申請SBA提供
的PPP LOAN ，以協助在這次疫情中受

到衝擊的中小企業共度難關。 正是因為
大家的努力，使銀行得以在疫情期間從
始至終能正常營運，並創出年盈利三仟
陸佰二十萬（Before Tax）的優異成績
。 為了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努力，吳董
事長宣佈，經董事會研究通過，2020年
年終獎金為12個星期，參會員工掌聲雷
動！ 吳董事長表示，2021年將是充滿挑
戰的一年，恆豐銀行將更加深入內部管
理機制，將更加審慎每一個貸款專案，
繼續保持總資產良性運行及發展的趨勢
，力爭2021年取得更好成績。

雖然由於疫情緣故，本次會議是採
用視頻視訊形式，但如同往年一樣，恆

豐銀行繼續為服務十年以上的23位員工
頒發金牌，在本地的員工由董事長親自
將金牌為員工帶上，分行的獲獎員工的
金牌，由分行經理為員工帶上，氣氛一
片熱烈。

每一年的抽獎活動都是恆豐銀行聖
誕晚會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今年因為
疫情的緣故，沒有舉辦聖誕晚會，但聖
誕抽獎活動依然氣氛熱烈， 而且今年是
人人現金獎，大小獎金共253個獎項，
最 大 獎 現 金 $888.88 由 達 拉 斯 Harry
Hines 分行員工抽到， 在一片歡聲笑語
中，恆豐銀行年終總結及策略會議，聖
誕慶典活動圓滿結束。

恒豐銀行成立于 1998年 5月 18日,
從臨時組合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過22
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總資產突破二十亿
大關,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
,員工超過233人, 擁有總行和分行20處,
及1個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
之大型華資銀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
成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
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
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
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
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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