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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住家、商業、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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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GMCC萬通貸款正式進駐德州萬通貸款正式進駐德州

【美南新聞王潔】GMCC萬通貸款於上週在德州糖城舉辦了為期
兩日的貸款經紀人培訓，總負責人James Jin、Charles Zhao 和Raymond
Chou親臨現場，為學員答疑解惑，解讀萬通貸款的低利率優勢。

同日下午，GMCC萬通貸款在美南新聞會議室舉辦了商業推介會
。休斯頓商界領袖人物齊聚一堂，共同探討未來的商業合作意向。美
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亞洲商會主席李雄、菲律賓印度和泰國等商業
領軍人物出席了會議。

會議中，大家對萬通貸款的低利率和低首付表現出了濃厚興趣，
並進行了深度探討。據萬通貸款負責人James介紹，他們的特色之處是
為貸款人提供多種貸款項目選擇、為其量身定制，以求達到最優的價
格。

GMCC 萬通貸款銀行是南北加州華人最大的貸款公司（Direct
Lender），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核准的直接賣家。目前，他們已與近百家
貸款投資機構合作，甚至可以內部審批，直接放款。大額套現高達500
萬美金。

會議中大家還對申請期限進行了交流，據James介紹，公司從申請
貸款到結束，最快十個工作日即可完成。但目前只針對1-4個房屋的貸
款項目，著重開發家庭項目，甚少涉及到商業貸款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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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台獨”是蚍蜉撼樹
台當局舉行F-16V戰機接裝儀式 炫耀新戰機性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蘇榕蓉

北京、福建報道）台灣當局18日上午舉行

F-16V戰機接裝典禮，由蔡英文主持，“美

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出席站台，台

灣方面大肆炫耀新戰機性能。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在記者會上以“以卵擊石、蚍蜉

撼樹”形容“台獨”分裂勢力的所作所為。

趙立堅表示，中方在台灣問題和美台關係問

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反對美

台之間的任何官方聯繫。希望美方切實遵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在

台灣問題上謹言慎行，不向“台獨”分裂勢

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台海局勢緊張的癥結

是“台獨”分裂勢力不遺餘力地分裂祖國、

勾結外部勢力。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是以卵

擊石、蚍蜉撼樹，注定沒有任何前途。

據環球網引述台媒報道，台空軍以“鳳展項
目”為代號，耗資約1,100億元新台幣，

由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與台灣漢翔公司，將
原有的141架 F-16A/B戰機升級為F-16V戰
機；另外，台空軍還向美國採購66架全新
F-16V戰機。報道稱，18日上午台空軍在嘉義
空軍基地舉行接裝儀式，蔡英文“校閱”空中
及地面部隊，同時有一架F-16V戰機實施單機
性能展示。蔡英文吹噓，這次不僅是“台美友
誼再進展”，“更代表台美夥伴關係的堅定承
諾”，是“航天科技再提升”及“國防戰力更
堅強”。蔡英文宣稱， F-16戰機性能優異，是
許多國家主力戰機，台防務部門接裝的
F-16V，更能因應現代戰爭形態。

網友：台美政客聯手掏空台灣
對於民進黨當局花費1,100億新台幣升級

F-16戰機，有島內網友痛斥蔡英文：沒見過如
此窮兵黷武的人，和平就那麼難嗎？存的是什

麼心！更有網友表示：台美政客軍火商聯手掏
空台灣。

另據報道，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國家安全
委員會網絡安全顧問、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
理紐伯格17日宣稱，根據美國現行的“與台灣
關係法”，美政府將會為台灣防衛提供支援，
其中也包括網絡安全，他還就中國大陸等方面
實施的網絡攻擊行為或會有損兩岸關係表示擔
憂。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8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美方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實質是將美國國內法凌駕於國際義務之
上，是非法無效的。在台灣問題上，美方應該
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而不是美方單方面搞的什麼東西。真正有損兩
岸關係的是“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勢力干
涉。

趙立堅強調，美方應停止賊喊捉賊、挑動

兩岸對立，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
和平與穩定。

學者：已給“玩火者”劃下紅線
11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

總統拜登舉行了視頻會晤。會晤中，習近平指
出，我們是有耐心的，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
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獨”分
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我們將不得
不採取斷然措施。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
義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這句話既清晰表
達了大陸立場，又明確地給“玩火者”劃出了
紅線，並挑明了自己可能採取行動的臨界。一
方面，表明了大陸仍然還有和平統一的意願，
另一方面也可從中感受到大陸對“台獨”零容
忍的態度。他相信，大陸不出手則已，一出手
必然是斷然措施，快速控制局面，最終壓制
“台獨”。

●台當局舉行F-16V戰機接裝儀式，炫耀新戰機性能。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以“以卵
擊石、蚍蜉撼樹”形容“台獨”分裂勢力的所作所為。圖為近日解放軍南部戰區空軍
航空兵進行實彈射擊訓練，俯衝攻擊，直刺目標。 網上圖片

●●大陸戰機一躍升大陸戰機一躍升
空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機務官兵裝填彈藥機務官兵裝填彈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灣問題專家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兩岸軍力勢力懸
殊，台灣持續向美軍購，只
會螺旋升高兩岸敵意，“軍
購”難“保台”，反將產生

“窮台”後果，大陸底線已劃，台灣當局不要
無謂試探。

專家：F-16V比殲-20差一代
軍事專家王雲飛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這次

F-16V戰機性能提升，可能會把雷達探測系統改為
相控陣雷達，把航電系統進行升級，戰力肯定比台灣
現有的F-16A/B型、F-16C/D型要強一些，但是
在總體上，相較大陸的殲-20，會相差一代，整體上
與中國的殲-10C差不多。王雲飛說，雖然F-16V戰
機在世界上比較多，但已經不是主流飛機。隨着大陸
諸如殲-20以及殲-10C、殲-16戰機等大批服役，
大陸在空軍整體戰力上已遠遠強於台灣空防部門。台
自稱戰機軍力排在全球15名內，這是台灣當局的自
我壯膽，大陸空軍戰力肯定排名前列。

王雲飛表示，目前，大陸在台海雙向的空中近
台和繞台活動已經常態化，大陸對“台獨”分裂活
動也開始實施“切香腸”戰術，比如頻繁抵近外島
演練、逐步逼近台島、空中戰巡、海上戰巡等。即
便這次F-16V和升級的F-16全部完成，也不可能
從根本上改變大陸空軍戰力強於台灣空軍戰力的基
本態勢。

王雲飛認為，大陸已經劃定了底線，紅線
不可突破，萬一台灣突破紅線，大陸必然會採取
斷然措施。如果台灣當局“以武拒統”還不收
手，大陸一定會加大對台灣軍事威懾的力度，以
防台灣突破底線。台灣這次空軍戰力得到提升
後，如果加大在台海方向的軍事動作，兩岸發生
擦槍走火的風險將越來越高，大陸不會任由台當
局和分裂勢力胡作非為，奉勸其放棄“挾美謀
獨”的幻想，否則將以“武統”形式實現兩岸統
一。

台當局投再多錢都是投“錢坑”
廈門大學台研院副院長張文生教授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台灣當局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去購買軍
火，實際上從兩岸軍力的對比來看，是有天壤之別，
相差懸殊。台軍不管是從飛行員的戰鬥意志，從軍備
準備以及後勤維修等方面來看，根本不是解放軍的對
手。台灣當局投再多錢進去可以說都是投進了“錢
坑”，台灣當局以為砸錢，倚靠美國的支持就能夠實
現“台獨”的目的，這是一廂情願的白日妄想。

張文生表示，“統獨”問題涉及到國家的利
益，涉及到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所以
中國政府也好，中國人民也好，絕對不可能退
讓。台灣當局砸再多的錢，最後只會給自己招來
更大的災難。誰對台灣民眾有利，誰對台灣民眾
不利，有理性的人都能看清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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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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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經 濟 2021年11月19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周文超

母債子償 內房子公司變抽水機
三房企籌逾125億 包括碧服傳配股集資80億

恒大出售資產與瘦身計劃，仍然最受市場關
注。自從恒大擬將旗下物業股份售予合生

的計劃案破局後，一直頻頻賣產“撲水”，首先
恒大創辦人許家印已接連賣出自家豪宅、私人飛
機、藝術品收藏等套現，恒大亦已減持盛京銀行
股權，合計變現110億元人民幣，並且連番出售
恒騰的股份變現，直至18日終於將剩下的約
16.62億股恒騰，賣給了聯合資源，售價為每股
1.28元，較恒騰周三收盤價折讓約24.3%，總計
套現21.27億元。但全數出售恒騰股權，恒大錄
得賬面虧損約85億元。

恒大要蝕賣的資產還不只恒騰一宗，旗下恒
大汽車也在本周二，將2019年收購的荷蘭電動傳
動系統公司e-Traction，以200萬歐元的價格出
售，e-Traction是恒大汽車在2019年以5億元人
民幣的價格收購，可謂大平賣。而恒大在本周二
晚，曾是恒大回歸A股掛牌“借殼”公司選項之
一的嘉凱城，也對外發布公告，指恒大已通過母
公司，將其持有的7,200萬股嘉凱城股份，轉予

康曼德資管。
此外，恒大汽車亦把2019年5月以5,800萬

美元收購的Protean Electric，賣給了英國電動車
廠Bedeo，但交易作價並未披露。更早前，恒大
還出售了深圳市高新投和恒大冰泉等股權，以及
出售5個地產項目股權與非核心資產，以上各個
資產累計回籠資金約121億元。恒大日前也宣
布，在月底前完成多部門的合併、裁撤及人員精
簡，實行進一步“瘦身”。

雅居樂發雅生活可換股債
除了恒大，雅居樂等多家內房商，也分別減持

股權和發債等集資，雅居樂18日發行24.1億元5年
期可換股債券，債券可換成旗下公司雅生活6.2%的
股份，初步換股價為27.48元，較雅生活周三收市
價有約兩成溢價，集資所得將用於償還1年內到期
的離岸債。中金就提醒，明年有更多內房美元債到
期，例如首4個月就超過200億美元，內房商的危
機仍在。彭博更認為，在內地樓市銷售疲弱下，融

創、富力等更多內房股，都會出售資產套現。

料更多內房股售資產套現
不過，有投資界人士指出，部分內房商集資，

未必是全都用來還債，部分具實力的內房企業，不
排除透過集資增加手頭現金，用以在此時“買平
貨”。碧桂園服務18日便停牌，據外電引述其銷售
文件顯示，碧服計劃配售1.5億股，集資約80億
元，用於未來併購、新業務發展等。也有統計顯
示，內房企業在內地銀行間市場發債，11月至今已
達到193億元人民幣，較整個10月多62%，但多數
是國企，例如保利、招商蛇口等實力企業。

港股方面，投資者憂慮美國提早加息，科技
股下挫，拖低恒指330點，收報25,319點，失守
20天線(25,372點)，成交1,168億元。悉售恒騰的
恒大賬面蝕85億元，股價挫5.7%，恒騰則因不明
朗因素消除，股價勁彈近25%。雅居樂發行換股
債集資，跌3.6%，雅生活更大插12.8%。傳配股
的碧服開市前已停牌，但母公司碧桂園跌半成。

面對龐大的債務，多家內房企旗下的子公司近日成為母公司的“抽水機”，

18日三間內房企一日內已向市場籌集逾125億元（港元，下同）。其中，中國恒

大悉售恒騰的剩餘持股，套現21.27億元。雅居樂發行24.1億元5年期可換股債

券，集資所得將用於償還短期債務，債券可換成旗下公司雅生活的股份。另外，

碧桂園服務18日亦傳出計劃以9.5%的折讓，配售1.5億股，集資約8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內房及物管股18日受壓

股份

花樣年

寶龍地產

中國恒大

碧桂園

萬科企業

雅生活服務

金科服務

世茂服務

合景悠活

融創服務

18日收
(港元)

0.305

4.70

2.64

6.92

18.62

19.98

31.85

10.78

5.13

13.02

變幅
(%)

-6.2

-5.8

-5.7

-5.1

-4.1

-12.8

-10.5

-9.4

-7.6

-6.6

● 港股連跌
兩日，18日失
守 20 天線，
成交 1,168 億
港元。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標普全球評級
18日表示，儘管中國恒大最近兌付
了到期債券利息，但仍“很有可
能”違約，因為它在明年3月和4月
將面臨更大的考驗，屆時面臨總共
35億美元的美元債券到期。標普全
球在一份報告中說，恒大已經失去
了銷售新房的能力，這意味着其主
要商業模式實際上已經失效。這使
得它不太可能完全償還債務。

據內地房地產業協會官方網站
中房網18日報道，51家典型房企今
年 1-10 月 銷 售 目 標 完 成 率 為
78.36%，首次低於最近四年同期水
平。萬科、金科、合生創展、首創
置業七家房企目標完成率在
50%-60%之間；富力地產和中國恒
大目標完成率近六成；綠地香港的
目標完成率僅48.79%。

知情人士透露，萬科總部周二
下發了一份主題為“節衣縮食”和
打造“戰時氛圍”的倡議，要求內
部學會做減法，減少不必要的費用
支出。

惠譽：內地料採措施穩市場
評級機構惠譽預計，2022年的

中 國房地產銷售將同比收縮
10%-15%，未來三個月或出現更多
違約或債務重組事件。惠譽並認
為，政府對行業會作出適當的政策
調整，藉以穩定市場信心及房企的
境內外融資環境。

巴克萊：內房市場不會崩盤
不過，巴克萊銀行18日發表報

告稱，中國房地產市場在當局公布
開展房地產稅試點前已面臨着一系
列問題，儘管該政策有可能加劇已
然低迷的市場，但該行認為中國房
地產市場不會出現美國或日本式的
崩盤，並相信中國政府有足夠的工
具應對房價下跌。

該行稱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結構
特徵使其與次按危機前的美國市場
有所不同，主要是中國家庭積累了
較高水平資產，且首付比例亦較
高。認為按官方數據中國內地平均
房價不太可能有超過一成的跌幅，
且即使樓價下跌20%-30%亦不意味
着這個總規模60萬億美元的房地產
市場崩盤。

標
普
：
明
年
考
驗
大
恒
大
仍
可
能
違
約



BB55
星期六       2021年11月20日       Saturday, November 20, 2021

台灣新聞

（中央社）1994年11月胡勝川教授號召當時在急診服務的
先進發起成立 「中華民國急診醫學會」，開始擬定急診專科醫師
的訓練課程及甄審方式，並積極推動急診醫學成為署定專科；
1997年12月31日，衛福部公告 「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於1998年1月認定急診專科醫師為署定專科醫師，並成立
「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辦理專科考試，時至迄今台

灣急診醫學已經邁入24個年頭。
一路來，急診人與台灣人民一起面對各種災難挑戰，持續堅

守在搶救生命的第一線；急診醫護團隊積極參與台灣緊急醫療救
護體系的建立、擔任台灣災難應變政策的專業幕僚、領導者與應
變單位間的溝通協調者、成為急救教育的公衛推手與培訓者，協
助建置各種災難應變能量；

台灣急診醫學會表示，我們持續精進急診醫療品質與病人安
全，希望在每個困難的決策點成為急診病人信賴的健康守護者；
急診人捍衛城市也走入偏鄉離島，希望台灣每個角落所有傷病患
能夠公平的享有緊急救難醫療的權利。

有鑑於每年 5 月 27 日是歐洲的急診日 Emergency Medicine
Day，台灣急診醫學會約定每年11月19日成為台灣急診日，取自
「E醫、要救」的寓意，代表急診醫療永不缺席，堅持伴隨台灣

人民每一個需要緊急救援的時刻。
今年，第1屆的11月19日台灣急診日除了表揚優秀的急診

同仁之外，更安排分享急診室裡少為人知的小故事，期待藉由台
灣急診日，讓更多台灣民眾給予急診人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中央社）桃園航空城計畫等了12年終於在11月
12日動工，地政局統計，航空城計畫徵收範圍內，有登
記的大型宮廟及教會共有11座，其中大園福海宮因曾
申請為歷史建築，拆遷上須審慎多重評估，30日拆遷評
估計畫將送至文化資產審議會審議，通過後預計12月
20日可動工、明年3月搬遷。

福海宮建廟至今近170年歷史，廟內重要傳統民俗
「飛輦轎、過金火」更是無形文化資產 ，航空城計畫

推出後，廟方原希望不要被徵收，因此於2017年提出
歷史建築申請，後來得知若不接受徵收，該地將因被航
空城建設包圍恐淪為1座孤島，廟方再次投票並請示神
明，決議接受徵收進行搬遷，為避免繁雜程序欲撤除歷
史建築申請，但2017年已通過歷史建築審議，只差須
確認都計範圍確定，因此遲遲尚未公告。

文化局指出，內政部上月已公布都計範圍等相關資
訊，目前廟方依經費、價值、保存及拆除進行評估，預
計保留石獅、門扇、正殿兩旁木作木雕、屋頂剪黏與排
頭等，先將其取下後放置倉庫保存，待新廟規畫設計時
再重新安置，文資審議會將於30日將一併公告及審議

。
福海宮地雖位於機場跑道徵收範圍，不過急迫性不

高，最晚與其他廟宇一樣可至2024年10月再搬遷，但
福海宮欲領取自願優先搬遷20％補償費，決定先在海湖
里租用建地設置臨時紅壇。地政局表示，福海宮的臨時
建築許可上周剛提至市府，待市長簽核後，建管處即可
核發臨時建築執照，廟方預計於12月20日動工、明年3
月搬遷。

地政局說，除福海宮外，沙崙里保安宮、坑口源福
宮也都想採取優先搬遷、領取自願優先搬遷20％補償費
，不過保安宮位處沙崙里多為農地，源福宮更是土地公
廟性質，易地畫設專區不能遷太遠，兩者目前皆找無建
地卡關。

地政局盤點，航空城計畫內有登記的大型宮廟及教
會共有11座，大園鄉召會聚會所徵收後無營運打算、
不需安置；誠聖宮、聖威宮採原地安置；保安宮規畫區
外安置；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伯特利堂教會、福元宮、
福海宮、源福宮、新興宮、菩因禪寺及聚德堂採易地安
置，福元宮因坐落優先搬遷地區已於10月底搬遷。

桃園航空城進入實質開發
大園福海宮預計明年3月搬遷

（中央社）台中市議員謝志忠、張玉嬿、王立任、張耀中、
黃守達，19日質詢關切綠建築，住宅類綠建築推動效果有限，台
中連續兩年六都倒數第二，根據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統計，台
中市2019-2020年，僅22棟民間企業通過住宅類綠建築，台北
125間、新北176間，台中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謝志忠表示，今年十一月剛剛落幕的聯合國第26屆聯合國
氣候變遷大會，通過了 「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內容除控制全球
氣溫升高幅度在1.5攝氏度以內，更重要的是減少煤炭使用、減
少森林砍伐、敲定碳市場規則等共識，達到節能減碳的效益。

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建築產業能源消耗占全國總耗能
28.3％， 「綠建築分級評估制度」，參考英美建置綠建築九個評
估指標，包含基地保水、節能減碳、汙水垃圾改善等標準，台中
於2016年訂定《台中市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章實施辦法》。

謝志忠說，雖然市府曾宣稱推動宜居城市，2019年制定《台
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針對綠化植栽作鼓勵
，城市綠美化當然支持鼓勵；政策與 「綠建築」仍有差異。綠建
築審核嚴格，指標涵蓋環保建材挑選、節能及處理汙染系統設計
等項目。

張玉嬿說，台中房子越蓋越多，如果能打造更多綠建築，有
益都市空氣淨化及舒緩都市造成的熱島效應，可讓公有建物來領
軍，再自然形成綠建築產業的環境，要求太平區聯合行政中心的
興建工程應該妥善規劃前瞻性的綠建築，至少要通過銀標章。

王立任表示，從2019年推動《台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
置及回饋辦法》至今只有一件案子完工，但光是到目前就已經核
准70件案子，相信未來會有大量的案子陸續完工，都發局應該
提前建立對該辦法的抽查機制，確認建築物的綠化植栽不是只是
為了申請回饋金而暫時擺上去的。

謝志忠、張玉嬿、王立任、張耀中、黃守達五名議員共同呼
籲，呼應聯合國格拉斯哥氣候協議，要求市府全力推動綠建築，
擬定獎勵措施、加強宣導，降低熱島效應、提升居住品質，落實
花園城市精神，打造真正的宜居城市！

都發局長黃文彬表示，都發局訂有 「台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
施設置及回饋辦法」，不僅讓城市景觀更好、綠美化都市環境，
盼達到降溫、環保、永續、節能之效；今年推動宜居城市規劃，
不僅是單體建築，整體也一併納入考量，盼為台中帶來不同的都
市景觀與城市發展。

市府推動綠建築不遺餘力，為增加台中市建築物取得綠建築
標章比例，除訂定特定地區及一定規模以上的建築物應取得綠建
築標章，也於辦理建築物都審及預審審查時，就建築物的綠建築
、綠化加強審核。

此外，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危
老建築物的審查內，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章者，給予一定容積獎
勵，作為推動綠建築的誘因；更為加強後續建築設計的綠建築管
理，辦理綠建築的抽查，於建築物取得執照後，委託公會進行檢
核，該執照內綠建築設計是否符合規定。

都發局指出，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去年研究報告，台中市已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共385件，居全台第4名。

都發局加強建築物的垂直綠化，減緩都市熱島效應及改善空
氣品質，2019年3月底訂定 「台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
饋辦法」，鼓勵建築物設置的垂直綠化設施、複層式露台等免計
容積計算等一系列降溫減碳政策，發布實施至今年11月1日止，
創造1.4座文心森林公園的固碳量，公私協力型塑城市花園及綠
意優質宜居都市。

（中央社）為期3夜2天的2021家樂福文化
藝術季19日晚上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熱
鬧登場，紙風車劇團打頭陣演出獨家夜戲《紙
風車的魔法書》，現場2000個座位爆滿，現場
氣氛熱絡絕無冷場，20、21日晚上還有舞鈴劇
場及阮劇團的演出。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攜手故宮南院與嘉義縣
政府，以 「藝起回嘉」為主題，11月19至21日
為期 3 天在故宮南院北側草坪打造一場盛大的

「免費藝文派對」，今天晚上紙風車劇團打頭
陣演出，現場演員與台下大小朋友互動，反應
熱烈。

藝術季每晚夜戲開場前，都有暖場活動，
今天科技互動將透過有獎徵答，家樂福文教基
金會準備了眾多獨家好禮送給到場的觀眾；還
有讓小朋友瘋狂的人氣吉祥物大集合，家樂福
快樂雞、茶茶小王子、石虎寶；故宮南院的小
翠、哈奴曼，也將在第二天20日的夜戲大舞台

與大家相見歡；第三天看嘉義青農超級變變變
，由歌仔戲狂人江明龍老師領軍的嘉義縣青農
團隊，透過肢體舞蹈的創意展演，帶大家認識
嘉義18鄉鎮市。

另， 「家有市集」超過60組在地夥伴參與
，從小農、飲食、手作到文創等多元類型，巧
妙地濃縮嘉義風土體驗，串連嘉義18鄉鎮市在
地特色，市集全區規畫近200席的座位區，提高
活動現場清潔消毒人力，民眾用餐後工作人員

即時消毒，讓大家逛市集也能 「固定座位吃得
安心」。

翁章梁指出，嘉義是一個深具能量的城市
，很開心縣府能和家樂福合作，在故宮南推出
2021家樂福文化藝術季，每場演出都是獨家客
製，絕無僅有，保證 「嘉義限定」，來家樂福
文化藝術季，就能把嘉義的美好一網打盡。

中市住宅類綠建築少 議員批：六都倒數第二

11／19台灣急診日 感念急診醫護辛勞

家樂福文化藝術季今故宮南院登場 紙風車劇團打頭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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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位於新竹縣新埔鎮山區的北平國小，受
到少子化影響，10年前入學新生只剩1人，經過校方積
極轉型，成為華德福實驗學校，並爭取重建校舍，今年
9月師生在新校園入學，吸引學生就讀。教師團隊帶領
木工課程學生一起刻校名木匾，19日邀請縣長楊文科參
與，共同見證學校的轉型與發展。

楊文科表示，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在校長王紹先努
力改造、轉型之下，成為全國第1所公立公營的華德福
實驗學校，特色課程也吸引不少親子了解、報名，使位
於山城的學校成功翻轉，有如獲得新生。

王紹先指出，他約在10年前開始在北平國小擔任
校長，由於少子化、人口外移，新生一度僅有1人，當
時竭盡心力思考如何翻轉教學，並透過與縣府合作，帶

領學校轉型成華德福實驗學校。
王紹先表示，華德福的教學課程，以符合孩子的意

識發展為主，並追求身體、情感和意志的平衡，在小學
階段安排大量的體驗課程，不使用3C產品，學校也沒
有固定考試、課本和作業，教師必須清楚知道孩子的需
求，而決定授課的內容，實驗課程具有挑戰性。

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9月開學，教師團隊開始鑿刻
校名木匾，並融入5年級的木工課程，邀請縣長一起鑿
刻，也賦予校名木匾祝福與力量，見證縣府和學校共同
合作。王紹先也說，在學校轉型、校舍重建過程，獲得
許多貴人協助，他也把其中的歷程和故事寫入《該校新
生一名》，並在19日致贈給楊文科與教育處長楊郡慈
，期望縣府持續支持。

竹縣曾經新生僅竹縣曾經新生僅11名名
北平華德福學校成功轉型北平華德福學校成功轉型

台北房價高 屋內搭帳篷月租要6千
（中央社）台北居大不易，市議員王鴻薇19日指出，去年

已提出 「脫北潮」現象，如今再進一步檢視北市租屋環境，發現
不少物件都相當荒謬，像是有廁所沒有門的 「監獄風」，只有上
下鋪的 「軍營風」，甚至出現在屋內搭帳篷的 「露營風」，她認
為租金過高、屋況太爛絕對是年輕人在台北待不下去的一大原因
。

根據統計，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至今，北市人口持續流失，
從2015年遷出9000多人，到去年1年就流失了3.3萬人，今年至
目前為止也已經移出近2.8萬人，王鴻薇表示，柯文哲任內台北

市就流失了16萬人，其中又以遷往新北市最多，愈來愈多人往
新北市移動，台北遷往高雄比高雄到台北的人還多，首善之區實
在有夠丟臉。

王鴻薇昨在市政總質詢時指出，租金過高、屋況太爛，絕對
是年輕人在台北待不下去的一大原因，從租屋網站及網路上看到
的物件，整理出台北市出租房屋的幾種風格，包括有停屍間風格
、監獄風、軍營風、野外澡堂風，甚至還有在房間內搭帳篷的露
營風。

她說，這些物件都相當荒謬，在裡面連走路都有困難，有房

間廁所沒牆壁，還有在房間內擺2個上下鋪出租，1個床位也要
近6000元，在房間內搭4個帳篷出租，1個帳篷就要6000元，年
輕人別說在台北打拚了，到底要怎麼在台北活下去。

王鴻薇強調，這些誇張的出租物件，恐怕許多還都有安全疑
慮，這些荒謬的套房敢公開放在網路上出租，不但不合理更不符
合居住正義，政府應該介入了解。

對此，柯文哲未針對租屋環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僅回應北
市房價太貴，生活方式愈來愈像美國，白天進來北市上班、下班
再回去，白天有350萬人在北市生活，晚上剩26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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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
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
，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9年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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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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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03月
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非區域中心 有名額
，區域中心 無名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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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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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區域中心 有名額
，區域中心 2015年 12月 15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
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
，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9年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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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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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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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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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 2014年12月01日中國大
陸2014年12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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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22日中國大
陸2015年09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 2008年11月22日中國大陸
2008年11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2007年 03月 22日中國大
陸2007年03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 2016年05月15日中國大
陸2016年05月15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2021年 09月 01日中國大
陸2021年09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2016年 09月 22日中國大
陸2016年09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 2009年08月22日中國大陸
2009年08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2007年 10月 01日中國大
陸2007年10月01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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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
請人可在遞交綠卡申請的最後一
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移民局批
準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

到社會安全局，申請人可以免去
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請的舟車勞
頓。
2. 美國移民局在 2021年 7月
28日星期三為今年的H1b工作
簽證進行了第二次抽簽。雖然
2021年3月30日移民局就已經
發布消息，表示已經收到了足夠
數量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的
H-1B名額已經用完，但是顯然
，第一次抽簽結束後，移民局收
到的申請沒有達到本財年的名額
上限，所以進行了第二次抽簽。
3.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的消息，2021和2022財政年度
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翻倍。這將
大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
的局面。
4.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
自2021年5月17日起，將暫停
部分I-539申請的打指模要求，
包括延期或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 的申請
。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提交的
但到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
約通知的申請以及在5月17日當
天和以後提交的申請。自2021
年5月17日起，申請人無需再交
納85美元的打指模費用。
5. 隨著拜登總統入主白宮，移
民政策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
以下幾個方面： 恢復DACA。取
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國土
安全部將與其他機構合作，製定
最能保護美國人民並與美國的價
值觀保持一致的移民執法政策。
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在
美國生活多年的利比裏亞人將被
允許在美國停留更長時間。為
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
的渠道。各類移民和非移民簽證
的速度和批準率在拜登入主白宮
後有顯著的改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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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初步審核一下申請文件
。 如果正確提交了表格，支票

和相關證明材料，一般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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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
領事館在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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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
總統2020年4月22日頒布的法
案。6月份頒布的法案也已經過
期。2020年4月22日周三晚間
川普總統簽署移民暫停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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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簽證；公民申請
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簽證；綠
卡申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
6月22日周一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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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製定法規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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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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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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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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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月份移民排期月份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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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你們當因我的

責備回轉，我要將我

的靈澆灌你們，將我

的話指示你們。箴言

1：23

有人說：愚昧人製造問題，聰明人發現

問題，但智慧人解決問題。

當人被聖靈澆灌，又有神話語的充滿，

愚昧也會變成智慧。

聰明人都知道入獄很苦，為什麼還會「聰

明反被聰明誤」明知故犯？去自找煩惱，自討

苦吃。

問題就是不聽神智慧的勸戒！

要怎樣才能聽勸戒？答案：「及早醒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史約翰

◎梁德舜牧師牧靈心語

黃明鎮牧師

迷途羔羊回家了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在耶和華的眼中看聖民（鄭振威牧

師）的死極為寶貴！鄭師母說收到休士頓

西南國語教會暨弟兄姐妹們愛心奉獻慰問

支票，感謝大家的關愛禱告，不甚感激。

11/17（星期三）

上午我在社區走路運動，回家前去斜

對門和越南人陳家大女兒純純（化名）和

老媽媽（86歲）寒暄，彼此介紹用英文交

談，大女兒說她是基督徒，在第一浸信會

作禮拜，她有哥哥，弟弟，四個妹妹，父

母都是信佛教，大女兒希望母親能信主耶

穌，希望媽媽可以在夢中見到主耶穌向她

顯現，請我代禱。每天來幫忙照顧她母親

的護士小姐也問大女兒，是否有鄰居是基

督徒的，她說不知道，沒有想到今天就遇

見我主動來和她們母女倆打招呼，純純非

常高興。純純說媽媽有癌症作過手術，又

中風，故身體虛弱，坐輪椅出來曬曬太

陽，純純愛心耐心慢慢一小口一小口的餵

媽媽喝營養奶。

◎友人來信
11/18（星期四）收到楊多自四川來信：

師母，我最近兩天比前段時間稍好一

點了，可以短時間的走動一下，體力也在

慢慢恢復。謝謝師母和大家的禱告，上帝

在我們身邊！謝謝師母愛心，感覺自己慢

慢在恢復，我也很開心，都難受了2個月

了，謝謝師母和大家的禱告，感謝主，讓

我被好多愛包圍，讓我勇敢起來，讓我好

起來。

師母回覆：你好一點，我們都為你高

興啊！繼續多休息，安心好好照顧自己，

勿過度勞累奔波，有下來走路就恢復的快了。

詩30:12「好叫我的靈歌頌你，並不住

聲。耶和華我的神啊，我要稱謝你，直到

永遠! 」感恩的季節裡，願我們都數算神

在我們身上的恩典，獻上我們的稱謝！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簡稱：

新冠肺炎 ) 疫情自

2019年年底爆發以

來，來勢凶猛，令

全球一百多個國家抵擋不住，許多人驚恐

萬分，摘錄11-18新聞報導全球感染病例

總數計有255,460,040人，不幸喪失生命死

亡的人數，已達5,124,002人。面對預防感

染COVID-19，許多國家先後推廣施打疫

苗。疫情漸漸穩定，餐廳、銀行、學校陸

續開工、上學、上班，漸漸看到又是人潮

湧現在商場、超市、餐廳等。

這兩年來因為疫情緣故，讓我們生活

型態都轉換為簡單加上簡樸，安靜居家生

活兼工作，上網學習，參加許多不同的講

座，禱告會，線上主日禮拜，也有幸線上

聆聽許多牧師越州、跨國的講道，真是一

個智慧型手機在手，就可以讓你我一飽耳

福與眼福。筆者中學信主耶穌後，就是喜

愛聽道、學習真道、閱讀、寫作。

這兩年來，我們大家有幸存活的人，

你我要大大感謝上帝恩典，保守賜恩福，

好好重新活得更有意義與價值；對那些不

幸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早去

世的人，也要為他們感恩，因為他們得以

免去將來遭受到末後大災難的日子磨難與

痛苦煎熬啊！所以無論生與無論死，你我

都要存感恩的心，凡事謝恩。

這兩年來，試問你我自己是否有更多

安靜時間與天父親近？明白祂的心意？是

否有更多突破？作你以前不曾作過的事？

筆者有幸學習用網路各類媒體關懷牧養，

彼此連結。近一年多有機會關心常常與周

牧師師母同心禱告，扶助安慰他們走天

路。也感謝天父，約八個月多，讓我和周

牧師師母同心去關懷貧困的印地安人ㄚ媽

媽全家，每週六發送給ㄚ媽媽家食物、冬

夏衣物、鞋子等，她有六個兒女暨一個外

孫。四月至七月有機會幫助遭到嚴重車

禍的一位弟兄兩次開刀(左腿骨折與頸椎)
需要愛心捐款，真的讓我們每位參與其中

的弟兄姐妹們經歷上帝的同在與憐憫、眷

顧。願一切榮耀、尊貴、能力、頌讚都歸

給天父！阿們！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

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

的旨意。

11/16（星期二）

下午鄭師母打電話告訴我:今天鄭(振
威)牧師遺體舉行火化。鄭師母說兒子傑

恩會安排自紐約再去北加州帶爸爸的骨

灰，陪伴爸爸走一程回紐約與鄭牧師的父

母親，二姊夫安葬在一個墓園內，是二姊

夫他們教會買的墓園，感恩兒子傑恩的孝

心，愛心。

凡事感恩－這兩年來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一個窮苦大學生郝武德，為了付學費，

挨家挨戶地推銷貨品。到了晚上，發現自

己的肚子很餓，而口袋裡只剩下一個小錢。

他在大街上猶豫徘徊了半天，終於鼓起勇

氣，敲響了一戶人家的門，準備討點飯吃。

然而當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孩子打開門時，

他卻失去了勇氣。他不敢討飯，卻只要求

一杯水喝。女孩看出來他飢餓的樣子，於

是給他端出一大杯鮮奶來。他不慌不忙地

將它喝下，然後問道：「我應付您多少錢？ 
」而女孩的答覆卻是：「你不欠我一分錢，

母親告訴我們，不要為善事要求回報。」

郝武德懷著感恩的心，向女孩深深地鞠了

一躬，真誠地說道：「那麼我只有由衷地

謝謝妳了！」

當郝武德離開時，不但覺得自己的氣

力強壯了不少，而且對人生的信心也增強

了。他本來已經陷入絕望，準備放棄一切

的。

十年後，有位女人病情危急，當地醫

生都已束手無策。家人終於將她送進大都

市，以便請專家來檢查她罕見的病情。他

們請主任醫師郝武德博士親自來診斷。當他

聽說，病人是自己的家鄉來的，他的眼中充

滿了奇特的光芒。他立刻走向醫院的病房。

當他來到病人的床前時，他一眼就認出了

她。他決心盡最大的努力來挽救她的生命。

從那天起，他特別細心觀察她的病情，查

閱了所有的文獻，並發發向全世界同行諮

詢。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讓她起死回生，

戰勝了病魔。

最後，財務處將出院的帳單送到郝武

德醫生手中，請他簽字。醫生看了帳單一

眼，然後在帳單邊緣上寫了幾個字，將帳

單轉送到病人的病房裡。她不敢打開帳單，

因為她預測，她可能需要一輩子才能還清這

筆醫藥費。當她打開帳單看到帳單邊緣上的

一行字：「一杯鮮奶已足以付清全部的醫藥

費！」 簽署人：郝武德醫生。

她的眼中頓時盈滿了淚水，她心中感

動地祈禱著：「上帝啊！感謝您，感謝您的

慈愛，藉著醫生和眾人的心與手，將我奇怪

的病治好，我要祢的愛傳遞出去。」

當我看完這個故事時，深受激勵，我

們必須將正能量傳揚出去，傳播這積極的信

息，學會行善，感恩，讓世間多一點愛，讓

我們時刻有感恩的心吧！謝謝身邊曾給過

你幫助的人！

每一個在你的生命裡出現的人 , 都有原

因。

喜歡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氣。你喜

歡的人讓你學會了愛和自持。

你不喜歡的人教會你寬容與尊重。不

喜歡你的人，讓你自省與成長。

没有人是無缘無故出現在你的生命裡

的，每一個人的出現都有原因，都值得感

激。

請你找出七位你不能不感激的人，把

握時機向他（她）致謝吧，主必賜福你！

有愛就無礙。

「弟兄們，

若有人偶然被過

犯所勝，你們屬

靈的人就當用溫

柔的心把他挽回

過來；又當自己

小心，恐怕也被

引誘。你們各人

的重擔要互相擔

當，如此，就完

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書 6:1-2    

英文每日金句：Owe no one anything, 
except to love each other, for the one who 
loves another has fulfilled the law. Romans 
13: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

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羅馬書 13:8 
金玉良言：人際之間，若太講理，容

易產生矛盾；若太依從情感，則會被情緒

所左右；若太固執己見，終將自作自受。

人只講理是個盲點，人不講理是個缺點；

家不是講理的地方，是講愛的地方。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及早醒悟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悟！」

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有神智慧的靈，

就不會再任意妄為，自食惡果，自害己命。

耶穌是我們的智慧，祂一直在向世人招

手，願意接納祂、聽祂的，就必得救。

　郭文仁牧師

約翰是我出生時母親起的名字。母親

是虔誠的基督徒，我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

大衛，一個叫馬可。從小學開始，我接受了

進化論和無神論的教育，並相信當時的宣

傳：一切宗教（當然包括基督教）都是麻痺

人們的精神鴉片；因此母親曾痛心地說我是

個迷途的羔羊，可當時我卻不以為然。

上帝並沒有放棄我，就像聖經中基督

耶穌撇下祂的九十九隻羊，來尋找我這隻迷

途的羔羊。但自小因受無神論和進化論思想

的影響，我的心對上帝變得剛硬、背逆；但

上帝卻用祂百般的忍耐，豐富的智慧，以慈

繩愛索牽引我，呼喚我，引領我回家。

岳母去世
岳母也是虔誠的基督徒，五年多前患

腦癌，她得病後的表現令我吃驚。我曾遇到

過很多癌症病人，他們悶悶不樂，都問著同

樣的問題：「為甚麼是我得癌症？」但岳母

直至離開人間，她慈祥的笑容從沒在她臉上

消失過。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

裡，一刻不能忘懷。我不斷地問自己：「為

甚麼一個基督徒即使在離開人間時，都和別

人如此的不一樣？這到底是一種甚麼樣的

力量？」我開始有一種渴望，想去認識和了

解他們所信的上帝。

岳母去世後不久，一個星期日的早晨，

妻子對我說：「今天我們要去做禮拜。」我

帶著渴望，隨她來到磐石教會，參加主日崇

拜。當敬拜團隊帶領唱起詩歌時，突然間我

好像觸了電一樣非常感動。童年時隨同父母

去教堂唱聖歌的情景一下全都浮現在我腦

海。童年時熟悉的聖歌在我耳邊響起，是那

樣的強烈，那樣的不可抗拒。

那一刻，我的心被上帝深深地

吸引。自那天起，我決定每個

主日都到教會參加崇拜。以後

我又參加主日學，進到新生命

班。歷時半年多，藉著查考上

帝的話，終於掙脫了多年進化

論和無神論對我的捆綁，搞清

了上帝創造世界，創造人類和

我們需要得到救贖的真理。

在上帝的光中，我看到自

己真實的光景，就像母親所說

的，是一隻迷途的羔羊，離開

了造我、供應我、愛我的天父，獨自在世界

上奔波流浪。在流浪的日子，我的心也經歷

了許多離開天父的孤單和痛苦，在茫茫人海

中拼搏、掙扎、徘徊、迷茫��。現在，我

聽到主親切的呼喚︰「回家吧！回家吧！不

要再遊蕩。」我要回到上帝的身邊，我需要

耶穌基督的拯救和赦免。我向上帝認罪，悔

改，決定接受耶穌基督對我的拯救，願意讓

祂帶我回到天父的家中。二○○五年感恩節

我受洗成為基督徒。受洗後的當晚，我對著

天大聲說︰「親愛的媽媽，您迷途的兒子今

天回家啦！回到上帝的家裡啦！」當時我淚

流滿面。

覺悟前非
獲得新生後，上帝讓我在各方面經歷

到祂的慈愛、豐富和大能的作為。我參加了

新生命班，努力學習做一個合格的基督徒；

也參加了學習新約和舊約的主日學，一路走

在上帝指引的道路上。

我後悔太晚受洗成為上帝的兒子；不

過，這些年來我實在經歷到上帝的看顧。我

在中國曾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被允許進大

學；現在竟能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教授。過

去我總以為這是自我奮鬥的結果，我的座右

銘曾經是《易經》中的一句話：「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說穿了，就是一切以自

我為中心；現在我才明白，其實這是上帝在

我身上所顯的奇蹟，是上帝的榮耀。回想起

來，在過程中曾充滿了艱難、挫折，幾次幾

乎絕望；但是，每次總能化險為夷，「山窮

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春。」朋友說我

每次都能遇見「貴人」，讓我度過難關。其

一杯鮮奶

實哪有甚麼「貴人」，每次都是父神為我指

點迷津，給我智慧，要我堅強，為我開道。

就像「出埃及記」中當摩西帶領的隊伍，後

有追兵，前有紅海幾乎絕望時，上帝令紅海

開道，使得他們得以順利到達彼岸。這正如

母親生前說的話：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給的。

學生與我
上帝是這樣地愛我們，上帝又要我們

愛世人。我天天都和學生在一起，那我首

先要愛我的學生才對。在我信主以前，可

不是這樣想的。我做研究生時，曾經受過權

柄的傷害；當我成為教授，有了權柄以後，

也去傷害他人。我選用難的教材，考試時出

難題，學生畢業後談到我時，都說我難對

付。我最怕學生到我辦公室來問問題，是

怕花了我的時間，影響我的研究工作。不

做好研究工作，就不能升級、加薪。總之，

一切以自我為中心。

說來奇怪，信主以後，發現學生對我

變得親近了，他們願意和我說心裡話，畢

業前到我辦公室向我告別，爭著在校園裡

和我合影留念；畢業後回校時也來看我，

我和他們在一起時也覺得心裡很開心，似

乎這個世界改變了。當我和勝章弟兄分享

時，他說：「其實是你自己在改變。」是的，

是上帝改變了我，也在繼續更新我。我常常

問自己︰「我真的很愛我的學生嗎？我能

經得起試探嗎？」三年前在維吉尼亞理工大

學發生的槍擊案，槍手順著教室向師生掃

射，只有一個班的學生無一傷亡。原來是

這班的教授硬是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槍口，

贏得了寶貴的幾十秒，全班同學能迅速逃出

大樓。我捫心自問，如果我碰到這種情況，

我會像這位教授那樣用生命保護學生嗎？

作好管家
信主以後，我明白我們的一切，包括

金錢、時間、才能都是上帝所賜，我們只不

過是祂的管家，替祂管理，按照祂的心意去

使用。對於金錢，既不能浪費，也不能吝嗇，

因主權是屬於上帝的，把金錢用在上帝所喜

悅的地方就是用對了。記得少年時我喜歡美

術，但在高中時遇到一位特別好的數學老

師，他將我的興趣轉向了數學，最後數學成

了我的專業。一位好的高中老師竟然可以改

變學生的一生。三年前我與妻子商量，每年

從我們的薪金中取出一部分捐給學校設立一

個獎學金，用來獎勵成績優異並立志作中學

教師的學生。去年頒發了第一次的獎學金。

當我收到獲獎學生的感謝信時，心中充滿了

喜悅，因為這是上帝要我做的。我經歷到上

帝所說的「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廿

35）。

我在教會擔任了宣教委員會委員、財

務保管和主日學講員等事工，但這並沒有影

響到我的本職工作。我受聘參加編寫的《中

國數學大辭典》（研究生和專業人員用）已

於去年夏天出版，我的第二本數學專著也即

將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我還被本校畢業生評

選為：在大學期間對他們有最多正面影響的

教授之一。

願將一切榮耀歸於我們的主！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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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眼科車重返校園 擦亮靈魂之窗

◎ 加倍共善

◎ 志工熱烈響應

	真善美志工／陳修文、高銘哲、李律慈、錢美臻／洛杉磯報導

	撰文／邱品豪、林敦

9
235

慈濟美國總會志工自2021年十月初開始，便投入了一

年一度人文饗宴的準備活動，參與演出的志工平日

居家勤練習，每到週末就來到位於南加州聖諦瑪斯市（San	

Dimas）的總會園區會合排練，一遍又一遍不厭煩的重複演

練相同動作，每個人都滿心歡喜，目標是打動11月20日及21

日來參加【齊心共善，愛灑人間．點滴匯聚，讓愛加倍－

－2021慈濟美國總會慈善感恩音樂會】的來賓，加入護持美

國慈濟慈善志業的行列。

復古的墨綠色，鑲上金邊，學校街上的校名板上，寫著

大大的字：「未來，從這裡開始。」

我們此次的募款活動，是個很龐大的一個項目，任何人捐
出的點滴善款，都會與企業和善心大德承諾的等額捐款相
呼應，最終目標是讓愛加倍。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　陳濟弘

這可以幫助那些視力不良的學生，因為他們無法閱讀學習
材料，所以在讀書上就很掙扎。學生能有免費的視力檢
查，不用讓他們的家庭付錢，而且當天就可以拿到新的眼
鏡，我非常感恩有這麼美好的事情。
                         瓦特法蘭西斯小學校長 蒂芬妮·希克斯
                                            （Tiffany Hicks，Principle）

南加州志工熱烈響應2021慈善音樂會演出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陳濟弘10月3日在演出志工齊聚的

誓師大會，勉勵眾人要把虔誠心念融入手語演繹等各項節目

中，讓觀眾能感受到四大不調對世人的影響，他認為：「由

於最近氣候的不調，然後天災不斷，這些種種的災難，都需

要大家來護持，我們在11月20號跟21號，將舉辦兩場音樂募

款活動。」

	 這一年充滿了挑戰和衝擊，儘管美國新冠肺炎疫苗普

及，但變種病毒仍反覆造成感染高峰；五月台灣爆發本土感

染疫情，美國慈濟除持續捐贈防疫物資外，更支持慈濟本會

為台灣鄉親購買500萬劑德國原廠BNT疫苗；後續接連傳出

山火、地震、風災水患等災情，慈濟人投入了各地天災的急

難救助，也未停下日常食物發放、個案關懷等援助弱勢家庭

的服務；近期，還參與了關懷阿富汗難民的行動。

	 陳濟弘解說，此次募款將與11月30日的「慈善星期二

(Giving Tuesday)」配合，總目標是在慈善星期二「等額捐

款」(matching fund)的加倍共善中，達成500萬美金的募款

目標。

	 後疫情時代，隨著全球各地學校陸續開放，都發現到

一個問題，那就是遠距教學期間緊盯電腦，學生視力都變差

了，於是，紐約的大愛眼科醫療車重返校園，與學校合作，

幫助弱勢學生，提供檢查與配鏡服務。

	 2021年10月20

日一早，大愛眼科

車就抵達了瓦特-法

蘭西斯小學（Walter	

F r a n c i s B i s h op	

Elementary	 School,	

Brooklyn,	NY），志

工開始卸下器材並

且到教室裡組裝。

	 搬桌搬器材，整理名冊與資料，事前準備，大家分工，

只為等待這一刻——檢查視力囉！辨色圖色弱測試。小學三

年級學生阿莉亞娜（Ariana），看黑板不清楚，真是困擾：

「我想要有新眼鏡，因為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也能讓我更開

	 這天有18位學生檢查視力、13位學生配鏡。疫後大愛眼

科車重返校園，這是個開始，美國慈濟人醫會醫師楊廉期

待：「我們還是會繼續，看哪個學校有機會讓我們進去的

話，我們就會進去，幫忙學生做配眼鏡的工作。」

	 美好的事情，隨著大愛眼科車重返校園，照顧學生的靈

魂之窗。

	 負責此次音樂會總策畫的志工李靜誼透露了節目內容，

除了邀請一向支持美國慈濟的STC順天聯合基金會，進行	

「驚世的災難用愛撫平」的舞蹈節目，活動團隊精心策畫讓

志工穿戴大愛感恩科技的產品，呼籲來賓響應環保護生。

曾接受慈濟援助的表演藝術工作者馬科斯·羅亞（Marcos	

Loya)，也將來為慈濟募款盡一份心意，現身說法感動他的

慈濟人與慈濟事。

	 令人感動的是，本次有無數未曾有舞台表演經驗的志

工、慈濟大專青年志工（簡稱：慈青）、慈濟青少年志工		

(簡稱：慈少)	 與慈濟轄屬學校的學生與家長們，將聯手投入

表演「妙手生華：《擔憂》」、「讓愛傳出去」、「《有腳

	 新冠肺炎疫情與颶風重創德

州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

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12月4日與12

月18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

動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家庭，幫助

居民了解到他們並非孤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

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

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完為止。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當您發願加入「素行動」，您就會收到一張電

子忠實會員卡。未來將不定期收到美味食譜、蔬食指

南、實用資訊和有趣文章，到任何一間《素行動聯

盟》的實體店家消費，出示會員卡，會使用「素行

動」優惠搜尋地圖，找到該商店的優惠代碼，在網路

商店付款時輸入優惠代碼，就能享受特別優惠！

•	實體店或網購消費，都能使用

•	隨身攜帶又不佔空間

•	不砍一棵樹，環保愛地球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2月4日與12月18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2 0 2 1
【 慈 善 星 期 二 】

慈 濟 美 國 雲 端 音 樂 會 
美 東 場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跟無腳》」等節目，每一個節目都以巧思設計細節。以《有

腳跟無腳》為例，雖然有些志工是香港人或中國移民，原本

並不會唱台語歌，但大家努力練習用南腔北調一起唱，以時

尚快閃的表演模式大聲唱出茹素的歡樂心情。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志工們雖非專業藝人，但

為了幫助美國慈濟能獲得更多觀眾的迴響，為未來繼續在美

國推動慈濟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而蓄積能量，

每個人都不怕辛苦、卯足全力的反覆排練，期許能把最完美

的表演，正式呈現在音樂會的舞台上。

志工穿戴著大愛感恩科技的產品，排練音樂會節目。攝影／駱淑麗
慈濟美國總會老中青少的志工都投入了本次音樂會的演出。
攝影／駱淑麗

志工以活潑動感的方式表演「茹素我唱：《有腳跟無腳》」	
節目。攝影／駱淑麗

心，我就不用走到黑板前面看，我可以很輕鬆坐在書桌這邊

看就好。」

	 有的孩子拿到眼鏡好興奮，愛不釋手，有的孩子人生

第一次配鏡，還不適應臉上多一副眼鏡，羞怯怯地說，上課

時才會拿出來使用⋯⋯無論如何，都能幫孩子正常學習甚至	

生活。

	 【慈善星期二】(GivingTuesday)	是全球愛心共振的
一天。慈濟美國特別在這暖心的日子舉辦雲端音樂會，
回顧這一年志工如何凝聚慈悲與善的力量，為災後破碎
暗角灌注希望。這場闔家共賞的免費音樂會，還有知名
表演藝術家的精彩演出。

演出嘉賓：

順天聯合基金會
(STC Performing Arts）
史濟普·考頓（Skip Culton）
萬芳（Wan Fang）
黛安娜·卡特（Diane W. Carter）
慈濟芝加哥手語隊

	 讓我們在雲端，共度人文與愛交織的音樂會，並在
【慈善星期二】慷慨護持慈濟美國慈善志業！只有在這
天，您捐一塊，贊助大德就會跟著捐一元，贊助總金額
最高可達250萬美元，讓您護持慈濟美國的力道加倍！

請記下11月30日這天，把握今年
讓愛加倍的機會！
慈善星期二，2021年11月30日
美東時間 7:00 PM，美中時間 6:00 PM
tzuchi.us/zh/GivingTuesday

以及
巴特·沙托（Bart Shatto）
羅莎·馬丁奈（Rosa Martinez）
寶琳·帕克斯（Pauline Parkhurst）
尼科斯·里斯（Nicholas J. Reese）
賈斯汀·羅伯塔 (Justin Roberta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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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吉安，一位母亲不小心将女儿和钥匙一起

锁在了车里。

当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向孩子的母亲征求砸玻

璃救人的意见时，母亲却选择了回家拿备用钥匙。

等待的过程中，现场工作人员发现车内孩子的

状况不是很好，再次打电话征求家长破窗救人的意

见，才救出了已经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

有的家长认为，与其让孩子顶着烈日跟在自己

后面，还不如让孩子待在阴凉的车里等自己，既可

以让孩子舒服一些，也可以避免孩子跑丢。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相比把孩子留在身边，

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更危险！

有实验证明，中午11点时，汽车停放在空旷

的广场内，仅需8分钟，车内温度就会达到42℃。

所以，家长无知下的“好心”，反而可能会带

来令人悲痛的结果。

车让人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但对孩子来说，

汽车的日常使用却存在许多安全隐患。

因此，家长们要仔细了解孩子乘车过程中的安

全隐患，才能有效避免悲剧的发生。

01 儿童乘车安全隐患有哪些？

1、未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在2021年的“六一”儿童节，《未成年人保

护法》正式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全国性立法，为儿

童乘车安全提供了新的保障。

虽然此前一些家长们就已经在儿童乘车时配备

安全座椅，但还是有很多家长依旧用不正确的方式

使用安全座椅，甚至不使用安全座椅带娃乘车。

2018年8月，在G65茂高速渝邻路段发生了一

起交通事故，车上共计5人，唯独抱在成人怀中3

个月左右的婴儿死亡。

根据《中国儿童交通安全蓝皮书2018》的数据

显示，儿童乘车出行，家长抱着坐在后排的占比竟

然达到了55.23%。

在车祸、急刹车或急转弯时，大人可能无法抓

紧孩子，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2、未使用童锁或误开车门

2017年10月，在泉三高速公路上，2岁孩子在

玩车门锁时，把车门打开了。

张先生意识到后车门被打开，一个急刹车，反

而使车门开得更大，导致孩子摔了出去，最终未能

抢救回来。

作为父母，要明白孩子天性好奇，可能会玩车

上的一切按键和设施，父母以为自己就坐在孩子旁

边，孩子就不会有什么事情，殊不知，能随意打开

的车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隐患。

3、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

2018 年 10 月

，在江西新余，13

岁男孩在车行驶

的过程中，将身

体伸出打开的天

窗。

在车通过限

高横杆时，导致

孩子与横杆的碰

撞，当场死亡。

车在行驶的

过程中，人能感

受到速度的快感

，可一些关于乘

车安全的问题是

需要父母告知孩

子的，例如：不

要把身体任何部

位伸出车窗。

除此之外，

孩子对于车窗开

关的好奇心，也

会带来死亡的威

胁。

2020年4月，

十堰九州龙城小

区，大人因有事

将孩子留在未关电源的车内，导致孩子在玩车窗的

时候，不慎将自己的头卡住了，等父母发现时，为

时已晚。

很多父母觉得孩子胆子大些也没什么，只要自

己看好就行，但无数惨痛的新闻告诉我们，那些没

有行车安全知识的父母，往往会因为孩子的意外身

亡而后悔终身。

02 父母如何做，才能避免儿童乘车悲剧的发生？

父母带孩子乘车出行，要注意儿童在乘车时有

哪些安全隐患，提前做好了解和准备，才能有个开

心、放心、安心的旅程。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建议父母做到以下几点

：

1、离车检查车内，做到防患于未然

父母开车出行时，孩子若一起随行，父母就要

在离车之前，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忘了什么。

父母可以记住“伸手还要钱”的口诀——伸

（身份证）、手（手机）、还（孩子）、要（钥匙

）、钱（钱包）。

当然，谨慎的父母在出行的时候，也可以将孩

子的日常用品放在副驾驶上，以便提醒自己带孩子

出门。

除了父母的细心注意，还可以依靠科技。

父母可以买一个蓝牙防丢失器放在孩子身上，

当孩子和自己的手机超过一定距离时，手机就会发

出警报。

全员离车，反复检查，做到谨慎注意，才能保

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2、正确使用安全座椅，锁死车窗车门

安全座椅在被纳入法律中之后，父母的儿童乘

车安全意识确实得到了提高，但是对于如何安装安

全座椅，安全座椅安装在汽车的哪里才正确，很多

父母并不清楚。

对于12岁以下的孩子，父母一定要将儿童安

全座椅固定在后座，且要正向固定才能保证孩子的

乘车安全。

另外，9个月以下的孩子，建议用提篮式安全

座椅，且要反方向安装固定在后排的座位上。

除此之外，儿童坐在后排时，父母要一键按下

车窗锁止键，及时锁死门窗，以防孩子因为好奇而

打开车门或车窗。

3、提前培养危险意识，教会孩子如何自救

有父母认为，教孩子自救是没有必要的，自己

时刻在孩子身边，孩子是不会有危险的。

可是，父母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而如果提

前教给了孩子自救知识，就能帮助孩子远离死亡的

威胁。

当孩子独自被锁车内，窗门都关闭、车钥匙也

被拔的时候，孩子首先要想尽办法去按亮车子上的

双闪，然后再按喇叭，最后再按下车内解锁键，从

内部打开车门，或拍打窗门让路人注意车内的反常

情况。

当家长发现车钥匙和孩子都被误锁在车内，应

立即拿出备用钥匙打开车门，或用应急工具敲碎车

窗玻璃。

关于儿童乘车安全的注意事项和防护措施，希

望父母可以谨慎对待，再三确认孩子的生命安全。

只有孩子的平安得到保障，父母才能陪着孩子

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

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平安安地长大！

保障孩子乘车安全，父母如何做才能
有备无患？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上周六舉行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上周六舉行
20212021華人社區中心第華人社區中心第4242屆年會屆年會

光鹽社親子關係特別講座光鹽社親子關係特別講座:: 東方父母心東方父母心--西方兒女情西方兒女情
（本報訊 ）日期：2021年11月20日
時間: 上午10:00 am
主題：北美亞裔代際的持守與放手
簡介：亞裔移民家庭在北美養育兒女需要面對雙重文化所產

生的張力與壓力。這次講座將討論移民父母的文化背景對子女成
長的影響，倡議父

母與子女彼此聆聽，學習鑑賞上一代的堅持，並且欣賞下一代的
價值。在一收一放之間尋求雙重文化的整合之道。

講員: 柏有成
介紹: 國立台灣大學學士，碩士，康乃爾大學博士。曾任職

於美國沙克生物研究所，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從事生物醫學研究
及教學。現任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Topic: 親子關係特別講座
Time: Nov 20, 2021 10:00 A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9117425977
Meeting ID: 911 742 5977 (No password)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成立已有42年的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於上周六（11月13日）晚在該中心戶外庭院搭蓬舉行第42屆年
會，場地佈置優美，有二百多位文化中心委員會成員、贊助商、
僑界代表貴賓及文藝演出者出席。在疫情期間保持安全距離又不
失年會的熱閙、緊湊。大會在晚間六時左右開始，北美青年國樂
團的優異演奏為了節目拉開序幕，主持人鄭帥帥（Andrew
Cheng )、Jessica Tsao 登場，介紹當晚的貴賓：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 休士頓J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 斯坦福市副市長
譚秋晴、前休市法官及文化中心前理事會副主席張文華、哈瑞斯
縣選務官員Isabel Longoria,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亞洲商
會會長喻斌、休士頓西南管理區執行長李成純如、多元化峰會執
行董事Cecil Fong、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
長等人。

當晚並介紹今年的獲獎者：喻斌榮獲 「社區影響獎」。他是
「美福藥局」的董事長。美福藥局是一家位於休士頓的公司，在

中國城的中心，專注於醫療保健、藥房和醫療用品。他於1997

年獲得Texas A& M大學梅斯商學院的管理信息系統碩士學位。
他於最近三年擔任 「亞洲商會」主席。他還是業內最大的SAP
Utilities 諮詢公司之一Utegration 的創始人兼董事長，他的公司在
2016、2019和2020年被評為最佳工作場所。喻先生獲得特朗普
和拜登總統的政府頒發的總統志願服務獎。作為第一代移民，他
致力於為剛剛開始職業生涯的年輕專業人士提供創業機會。

Mike Rodin 榮獲 「社區靈感獎」，他是Heavy Construction
Systems Specialists (HCSS )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HCSS 自1986
年以來一直是開發幫助建築公司簡化運營的軟件方面值得信賴的
領導者。Mike 和他的已故妻子Sophie Rydin 博士制定了一個大
膽的願景，即在HCSS 內外促進健康。Mike 通過支持醫學生和
年輕專業人士追求高等教育來繼承Sophie的遺產；在HCSS 創建
一個充滿活力、以員工為中心的工作場所；並向所有認識她的人
感受到Sophie 持久的喜悅和慷慨表示敬意。

Empowering Communities Initiative (ECI )榮獲 「社區建設獎
」：ECI是一項提供公民教育、培訓和外展的合作項目，旨在培

養大休士頓多元化亞裔社區參與公民參與的能力。該
合作於2016年與亞裔美國人正義促進會（AAJC )協商
成立，由Emagage Texas、 BPSOS - Houston 、華人社
區中心、OCA-Greater Houston 和 VN Team Work 牽
頭，在大休士頓地區擁有10 多個AAPI 成員組織。

當晚，文化中心董事會主席林婉真也在年會上致詞
，歡迎大家當晚來到文化中心晚會。她說：這是我們
成立42週年慶典的高潮。今晚的晚會以及我們於10月
30日在HCSS舉行的趣味跑步和老年奧運會活動之所
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贊助商、捐助者和志願者的
慷慨和關懷支持，其中包括新朋友和志願者與我們一
起旅行多年的朋友。感謝你們每一個人，通過我們全
面的社會服務、醫療保健、教育和文化項目，幫助確
保華人社區中心繼續為大休士頓人民服務和賦權。過
去兩年以無法估量的方式影響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和
社區。為應對休士頓人面臨的巨大挑戰，華人社區中

心調整了我們的服務，以滿足個人和家庭在經濟穩定、教育支持
、身心健康以及平等獲得社區資源方面的最迫切需求。隨著我們
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我們看到了共同努力加強我們社區的機會
，以我們所有人都能實現可持續的生活質量。正如亨利. 福特
（Henry Ford )曾經說過” 如果每個人都齊心協力，那麼成功就
會自己照顧自己。“這就是我們為年度活動選擇的” 在Unity 中
前進“ 主題的精髓。我們非常高興地表彰我們尊敬的獲獎者—
喻斌、Mike Rydin和Empowering Commuities Initiative (ECI )—-
他們在支持獲得醫療保健、促進身體健康和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幫
助多元化的休士頓人在塑造他們的社區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我們
希望您會喜歡今晚的慶祝活動。我們文化中心的所有人，感謝你
們幫助休士頓人團結一致向前邁進。

當晚也介紹社區為文化中心2021年會贊助的廠商及個人，
如USA Sports,Inc. ,恆豐銀行、CenterPoint 能源公司、張少歐醫
師及張文華夫婦、Crown Mark, Inc.、胡小蓮、施蓉蓉、華美銀
行、喻斌、亞商會等七十餘家商號、社團及個人。

圖為文化中心圖為文化中心20212021年第年第4242屆年會現場屆年會現場。。在戶外設宴的觀眾在戶外設宴的觀眾（（右右
））正在欣賞北美青年國樂團正在欣賞北美青年國樂團（（左左））的演出的演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榮獲圖為榮獲 「「社區靈感獎社區靈感獎 」」的的Mike RydinMike Rydin 夫婦夫婦。。圖為榮獲圖為榮獲 「「社區影響獎社區影響獎」」的喻斌的喻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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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s of 10/20/2021。 $0 - $49,9999.99 利率為0.25%APY；
$50,000+ 利率為0.50%APY。 APY 在帳戶開設前後可能改變，手續費可能會減少利息收入。

即日起，中國信託數位銀行正式為德州居民服務。
我們提供安全簡易的線上開戶流程及優惠利率！

0.50%APY*
儲蓄帳戶
最高可達

最低開戶金額 $250

連結其他銀行轉帳

FDIC 保障

無帳戶管理費

線上開戶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上網開戶吧！ 掃描開戶

你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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