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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個人簡介 

 

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台禪寺德州分院
普德精舍治寺嚴謹，信眾眾多，聲譽日隆。普
德精舍每週都有講經打坐課程，並且定期舉辦
法會為大眾祈福、傳揚佛法。

阿彌陀佛 ！各位護法居士，吉祥平安！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11月20日（星期天）

上午10:00至11:30 將舉辦20週年慶祈福法會
。

歡迎報名！此次為現場法會非線上法會
， 法會後11:30有提供茶點、結緣品與節目表
演)！

法會報名截止日期： 11月19日 (週六) 中

午 12:00前 ，
普德精舍 20週年慶祈福法會(現場法會)報

名表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d8Un-
ww4DE3OFyJ_-OJrw4zTjhl0EslwvsVG-
gV2rhRI0q6P0w/viewform

祝福你：闔家平安吉祥，法喜禪悅!
祈願十方檀越善信，同霑法益，共襄盛舉

。
古德雲： 『念佛一句，福增無量；禮佛一

拜，罪滅河沙。 』

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生活上、工作上，都
可能因起無名煩惱而造作不善業。更有因過去
的業障，而陷入目前的困境當中。

如何懺悔？能知過、改過、 放下心中的
包袱 ，以覺悟的心不再造罪，才是最為重要
而根本的滅罪增福之道。
中臺禪寺德州分院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聯繫電話：(281) 568-1568
地址：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11月20日將舉行法會！

目前正值2023年的奧巴馬保險開
放註冊期， 想必很多朋友都在著手準
備為自己， 家人，親人或朋友申請或
了解2023年在個人醫療市場上的保險
選擇。 2023年的德州奧巴馬醫保市場
有 不 少 變 化 ， 有 Friday Health 和
Bright Health 的離開（詳情請見我們
上期文章）也有新的保險公司加入。
近幾週來，我們也接到無數電話和微
信問詢。在此誠摯感謝大家多年來對
瑞源保險事務所的信任和支持。為了
幫助大家節省申請時需要的時間，下
面我們就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申請奧
巴馬保險時會用到的一些信息。如果
您事先準備好這些信息，那麼申請保
險的過程就會更有效率。
主要申請人的信息
包括主要申請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申請人家庭成員的信息
家庭成員包括：
● 你的配偶
● 任何您作為受撫養人列入納稅申
報表的人，無論是否和你生活在一起
。
家庭住址

您住的County決定您可申請的計
劃。

每個申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
您需要提供申請中包含的每個申

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
美國合法居民身份

除了美國公民之外，在美國祇有
合法居留身份才符合申請奧巴馬醫保
。申請人需要提供證明您在美國有合
法居住權的移民局的文件。比如工卡
，綠卡，有效簽證等。
有關報稅的信息

如果您有交聯邦所得稅，需要提
供您的報稅信息作為您收入證明的參
考。
申請人收入信息
如果您的收入在一定的區間之內，您
將獲得不同程度的保費補貼。詳情請
諮詢專業保險顧問。特別是2023年收
入的範圍和往年有很大不同。一般來
說，奧巴馬保險市場將把下面的這些
收入計算在您的收入之內：
● 您的 W-2 表格和工資單上所報
告的工資和薪水
● 小費
● 任何自僱或業務的淨收入
● 失業補助金
● 社會保障金，包括殘疾金（但不
包括補充保障收入 (SSI))
● 離婚和分居的贍養費
● 退休或養老金收入，包括大部分
IRA 或 401k 提款
● 投資收入，如股息或利息
● 租金收入
● 其他應繳稅收入
明年預估的家庭收入
您需要提供您的家庭的明年的預估收

入。如果您不確定，可以做出最佳估
計。如果你的收入有變化，或與您估
計的不同， 您將在報稅時完成保費補
貼的多退少補。同樣的慾知詳情，請
聯繫專業保險顧問。
每個申請人的醫療保險信息
如果您的家庭成員有人現在已有醫療
保險，包括 Medicaid、兒童健康保險
計劃 (CHIP), Medicare, TRICARE、
VA 醫療保健計劃、或通過個人保險
（也包括奧巴馬保險）或雇主提供保
險，那您需要提供這些家庭成員的現
有的保險信息。因為申請人的現有醫
保會影響到是否可以提交申請或是否
符合保費補貼。
雇主關於醫療費用報銷安排的通知
這一項僅適用於家庭成員有雇主提供
的 HRA 福利的申請請人。如果您或
您的家庭成員的雇主通過個人 HRA
或合格的小雇主 HRA 來幫助僱員支
付醫療保險計劃或醫療保健相關的費
用， 您或家人每年會收到雇主的關於
醫療費用報銷安排的通知（Health
Reimbursement Arrangement (HRA)
notice）。請收好這份文件，在申請
2023奧巴馬醫療保險時會用到它。
希望以上信息會對大家有所幫助。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今年的奧巴馬開放註冊期是 2022 年
11月1日至2023年 1月15日。如果在
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註冊，新的保險

將會在2023年1月1日
生效。如果在 2023 年
12月16日 至 2023年1
月 15 日之間註冊，新
的保險將在 2023 年 2
月 1 日生效。我們建
議有需要申請 2023 奧
巴馬醫療保險的人士
，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
年一度的開放註冊期，抓緊時間註冊
。否則，沒有滿足條件的特殊情況的
話，需要等到下一個年度的開放註冊
期才能申請。
如何購買奧巴馬保險
鑑於2023奧巴馬保險計劃的諸多調整
和保險計劃的複雜性，瑞源保險事務
所溫馨提醒大家，無論您是剛剛要申
請奧巴馬保險計劃還是想重新續保，
在選擇保險計劃時一定要找經驗豐富
的專業保險代理幫您選擇和比較保險
計劃，找專業保險代理是最省心，安
心的方式。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何
手續費，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的，
所以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最明
智快捷的選擇。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
的醫保計劃，醫保計劃的全面性和醫
保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
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
。
我們公司代理奧巴馬保險多年，為客

人做過很多的奧巴馬保險計劃，從而
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為了更好的服務
於我們的客戶，我們每年都會花費大
量的時間調查和研究市場上的保險計
劃，所以我們熟知每個保險計劃的保
險條例和所涵蓋的內容。我們一定會
根據您的需要，幫您精心挑選出最適
合您的保險計劃。歡迎大家諮詢，面
談和電話均可。
公司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的行
業經驗，曾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
總多年，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
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
療保險專員，多年奧巴馬醫保精英獎
獲得者。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
辦知識類講座。張瑞女士直線電話：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 IN-
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
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
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
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2023 奧巴馬保險開放註冊， 您準備好了嗎？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本報曾為讀者介紹過鷹標德國風油精
(Eagle Brand Green Medicated Oil)、鷹標薰衣草風油精(Eagle
Brand Aromatic Medicated Oil)，均受到讀者廣大好評。現在，
美國市場又推出新的產品，那就是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 (Ea-
gle Brand Refresh Medicated Oil)，由薄荷、丁香油、和尤加利
葉的天然精油混合而成，氣味清新，用途廣泛。
鷹標品牌忠誠度高

具有百年悠久歷史，鷹標風油精備受世代信賴，不僅爺
爺奶奶們推薦，年輕一輩的人也喜歡用，其性價比高，人氣
排行一直高居不下。鷹標(Eagle Brand) 一向被愛用者定位為優
質藥油，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消費者品牌忠誠度
。

這款新上市的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 (Eagle Brand Refresh
Medicated Oil)可用於緩解普通的肌肉酸痛、背痛、關節炎、
拉傷、瘀傷、扭傷、提神等，與之前的鷹標風油精系列一樣

，都能運用在生活的許多層面上。這款風油精由天然成分所
組成，其特別之處在於含有清新的植物芳香，聞了令人身心
舒暢、 精神氣爽之餘，還能讓人放鬆心情並且緩解緊張的情
緒。

此經典品牌-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由新加坡製造，品質保
證。
結合薄荷與丁香精油的新品

顧名思義，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主要成分萃取於薄荷
與丁香。薄荷的用途非常廣，具有提神醒腦、消炎鎮痛、減
輕肌肉痠痛、緩解關節不適、驅蚊止癢、舒緩頭痛、殺菌等
功效。薄荷的氣味芳香清新，聞了讓人舒暢無比，在疲困勞
累的時候抹上幾滴，人很快就舒服起來，可真是小兵立大功
。

除了薄荷，丁香具有止痛的特性，中國人向來懂得咬丁
香來紓解牙痛，對於風濕痛、關節炎、和頭痛，丁香也很有

功效，可有效緩解不適。丁香還有淨化空氣和抗菌的功能，
可以讓呼吸道更舒暢。
混合尤加利葉精油的精華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還包括了尤加利葉精油的成分。尤
加利精油具有殺菌消毒、緩解疼痛、止咳、祛痰等功能，用
途多元，淨化力很強。用來驅蟲防蟲、淨化清潔、提神醒腦
、暢通呼吸道、舒緩肌肉、放鬆身心等，效果都很好。
如何使用鷹標風風油精？

在需要的身体部位，抹一到兩滴，並用手以打圈的方式
輕輕按摩，直到鷹標風油精被皮膚吸收，每日不超過 3 至 4
次。

不要塗抹在受創傷的皮膚或傷口上，也遠離眼睛和粘膜
，例如鼻子裡。孕婦和嬰幼兒最好不要使用風油精。
哪裡可購買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用途這麼廣，是居家必備良藥，
想要購買的人，在德州地
區商店、以及亞馬遜網站(
輸入 Eagle Brand Medicated
Oil) 均可買到。
詢問訊息:
1、 Eastland Food Corp. 電
話: (800) 645-0769。Email:
eaglebrand@eastlandfood.
com
2、 Empire International 電
話: (909) 923-8588。
Email: sales@empire-inter-
national.com。

用途廣泛用途廣泛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新上市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新上市
天然成分天然成分 居家必備居家必備 可有效緩解許多疼痛可有效緩解許多疼痛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於美國新上市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於美國新上市

鷹標風油精系列有效緩解疼痛鷹標風油精系列有效緩解疼痛，，由新加坡製造由新加坡製造，，品質保證品質保證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對背痛可有效緩解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對背痛可有效緩解

丁香具有止痛的特性丁香具有止痛的特性

對於關節炎對於關節炎，，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具有緩解功能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具有緩解功能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重要成分是薄荷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重要成分是薄荷，，薄荷氣味芳薄荷氣味芳
香香，，用途又很廣用途又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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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
公布 「2023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成為全國唯一
獲金標籤認證的馬拉松賽事，與日本大阪、美國
休士頓馬拉松齊名。新北市長侯友宜9日表示，
感謝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的指導與協助，更感謝新
北市民與各界跑友、贊助夥伴支持，明年3月19
日一起讓世界看見台灣。

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明年邁入第21屆，每年
吸引許多國內外好手挑戰。侯友宜表示，這些年
萬金石馬拉松從銅標籤、銀標籤到金標籤，克服
許多難關，尤其2021年疫情期間，在兼顧防疫下
，是國際上少數成功舉辦的實體馬拉松。

侯友宜說，非常感謝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和贊
助夥伴，更感謝萬里、金山、石門地區居民這些
年的協助，讓賽事不但有山海之美，也有濃濃的
人情味，金標籤的榮耀屬於新北市民，更是台灣
的驕傲。

侯友宜說，2023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除了已
成為金標籤賽事，也將落實環境永續，以實際行

動申請國際責任運動標章、ISO20121活動永續管
理系統認證及ISO14067產品碳足跡認證，從活動
規畫、辦理到後續廢棄處理，減少對社會、經濟
及環境衝擊。其減碳作為，除使用環保可回收材
質製作選手跑衣，更首創將選手衣保袋與新北環
保兩用袋結合，減少一次性浪費，創造循環利用
價值。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理事長葉政彥表示，世界
田徑總會目前公布的2023標籤賽事共有230場，
金標籤38場，有國人熟知的大阪馬、休士頓馬等
，2023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成為金標賽事，將能
吸引更多奧運等級的菁英選手參賽，提升國內馬
拉松競技水準。

新北市體育處表示，2023萬金石馬拉松將在
明年3月19日於萬里開跑，邀請民眾11月19、20
日可先到市民廣場參加 「新北歡樂耶誕城運動派
對」，有機會跟新北市運動明星近距離接觸，詳
洽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團及
新北運動聚點粉絲團查詢。

2023萬金石馬拉松
全國唯一金標籤賽事

小番茄瘋欉災損
高市府補助肥料農藥

（中央社）花蓮台彩威力盃全國少棒賽10年
有成，主辦單位昨於教育部體育署大禮堂舉辦啟
動記者會，宣布今年於12月3日至6日，將在花蓮
國福棒壘球場開打；昔日首屆參賽選手陳致嘉、
楊鈺翔等，如今都成為職棒球星，兩人不只感謝
賽事主辦單位在東部提供優質舞台，也為今年即
將參加威力盃的小朋友加油打氣。

花蓮台彩威力盃的緣起，為101年12月6日威
力彩開出18.16億的頭彩獎金，由3位幸運得主獲
得，三注均分、完稅後實拿4.8億元彩金，其中一
位得主為花蓮人，為了圓 「兒時棒球夢」，他慷
慨捐出1.2億元回饋家鄉，並由花蓮縣政府、中國
信託慈善基金會共同主辦。

花蓮縣體育會理事長汪錦德坦言，對偏鄉資
源較匱乏的小學校，要張羅球隊教練鐘點、校外
比賽等經費確實有點負擔，當接到 「有人要捐款
1.2億元」給花蓮縣政府，等於是4分之1的彩金，
如此誇張的數字，當下真的以為是詐騙電話，直
到台彩與花蓮縣政府聯繫後，才相信善心捐款的

真實性。
今年預計來自全國20支隊伍參賽，獲得冠軍

將獲頒100 萬元高額獎金，亞軍也有50萬元、季
軍20萬元、殿軍10萬元，5至8名各獲5萬元；花
蓮縣政府教育處長翁書敏表示，威力盃的獎金很
優渥，人稱 「威力彩叔叔」的善舉真的很令人感
動，他提供給小朋友的不只是一個舞台，獎金用
於球隊未來設施設備更新、移地訓練、住宿交通
等，對棒球會產生激勵作用、良性競爭，喜愛棒
球的孩子們表現將會更好。

台灣彩券總經理謝志宏表示， 「威力彩叔叔
」的夢想就是讓孩子在好山、好水、好空氣的花
蓮享受打球比賽樂趣，他每年都會低調的出現在
比賽現場，為所有孩子們加油。

為體恤少棒隊伍籌措經費困難，主辦單位提
供所有參賽隊職員住宿、個人裝備等，大會均有
贊助，離島提供10萬元參賽所需費用，更供應小
選手們比賽期間午餐、交通接駁等服務。

花蓮台彩威力盃10年有成 12月3日開打

（中央社）南台灣直至11月仍十分酷
熱，導致高雄冬季小番茄病害加速擴展，
全市450公頃面積小番茄約有135.5公頃受
瘋欉災損，市長陳其邁昨走訪美濃民俗村
旁的番茄田視察，宣布市府將提供肥料、
農藥防治資材補助，協助農民度難關。

陳其邁表示，高雄番茄種植總面積約
450公頃，其中美濃占約200公頃，美濃的
橙蜜香小番茄深受市場歡迎，此次番茄受
損嚴重，為降低生產成本及損失，市府專
案補助肥料、農藥等防治資材，他也盼農
委會能從速從優啟動天然災害救助、透過
專家會議找出病害原因及防治方式，以協

助農民。
農委會副主委陳駿季昨也和陳其邁、

高市農業局長張清榮等人一同到美濃小番
茄田中視查小番茄裂果狀況，陳駿季表示
，農委會針對小番茄瘋欉問題已有開專案
會議處理，對於這次小番茄災害會盡快公
告。

番茄農李文瑞表示，今年種植近7分
地小番茄，受瘋欉災損，幾乎快全軍覆沒
，本錢損失就超過30萬元，市府 「微薄」
的補助只是讓農民感受到 「誠意」，對實
質幫助並不大。

（休士頓訊）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將於 11 月 12 日週六舉行
「慈悲行動力：2022慈濟德州分會健走」活動，邀請社區民眾以

健康有趣的方式，將慈悲濟世的心化作真正公益行動力，向打造
更美好的世界邁進。

健走活動於上午9時30分至11時在德州分會舉行，參與者
屆時以慢走的方式輕鬆完成五公里路程，隨後11時至下午1時有
秋季愛心義賣會，現場會提供美味台灣街頭美食、飲甜品、義賣
會和好玩遊戲攤位。

這次活動主要宗旨是藉由健康健走替佛州伊恩颶風災民和
「樂捐星期二」(Giving Tuesday)慈善募款，同時提高公眾對慈濟

的認識。
德州分會以休士頓為中心，長期深耕社區，積極關懷德州中

南各州，在災難突發時第一時間深入災區，向遇難受災家庭提供
緊急和中長期援助，發放現值卡、環保毛毯、圍巾、洗漱用品等
生活物資。

平時定期對有需要的社區與個人進行食物發放、返校文具捐
贈、制服捐贈和慈善個案等，向難以取得政府和社會援助資源的
弱勢族群伸出關懷之手。

所有健走者都有專屬公益健走募款網頁，便於在社交媒體分
享募款，參與者可以個人、創團或加入現有團體方式報名，無法
參加健走活動者歡迎蒞臨秋季愛心義賣會，或者透過網頁找尋想
要支持的個人或團體。

參與者不限年齡，每人
報名費為 35 元，包含一件健
走紀念T恤和十張秋季愛心義
賣 會 抵 用 劵 ， 網 上 報 名 ：
https://nam12.safelinks.protec-
tion.outlook.com/?url=https%
3A%2F%2Ftzuchi.rallyup.com%
2Fwalk-in-houston% 25E3%
2580% 2582&amp;data=05%
7C01% 7C%
7C6f0ad192f5f74f5558ff08dac29
41d98%
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
aaaaa% 7C1% 7C0%
7C63803623867003145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
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
VCI6Mn0%3D%7C3000%7C%7C%7C&amp;sdata=dSWg7k43AkeI-
iXsR8F6x04Fm9g4O8Cud9sc9WK0%2BeYs%3D&amp;reserved=0
活動晴雨無阻，主要以戶外方式進行，現場也會採取適當安全防
疫措施。
慈濟德州分會會所地址：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活動詳情可參閱：https://nam1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

url=https% 3A% 2F% 2Ftzuchi.us% 2Fhouston% 2Fwalkathon% 25E3%
2580% 2582&amp;data=05% 7C01% 7C%
7C6f0ad192f5f74f5558ff08dac2941d98%
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 7C1% 7C0%
7C63803623867003145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
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
VCI6Mn0%3D%7C3000%7C%7C%7C&amp;sdata=c1YOnbErjAt-
vBUXJQv4KW% 2FuX60GXI4uBdNnueX9QrZo% 3D&amp;re-
served=0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日前召開中國城
治安副委員會會議，管委會主席李雄除親自出
席，也通知如台商會長張園立、銘傳校友會長
及婦女工商理事王慧娟、與社區媒體等參加，
一起關心這個和大家生活習習相關的重要議題
。會議由召集人Jonathan Shi h主持，退休但仍
然擔任義工工作的前警官Jimmy Chau ，兩位社
區民眾代表Fai Chi ，Max Li，也前來現場參與
，專心聆聽議程內容。

會議重點之一為將在12月舉行的登記及發
放 「禁止侵入」標誌的活動，現場並包括與警
方人員的見面與諮詢。Jonathan Shih 介紹規劃
活動要點包括：與警方領導及代表人員見面致
意；商家老闆及產業業者登記 「禁止侵入」的
表格；發放 「禁止侵入」標誌給商家老闆及產
業業者。

現場將準備的中文英文資料及內容則包括
：解說管委會官方結構及運作與服務內容；解
說 「禁止侵入」標誌的登記表格之重要性；其
他預防犯罪的技巧及祕訣。

經與會人士討論，此重要活動將提議於12
月16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在敦煌廣場舉行
。除了邀請業者參與，並將邀請社團人員加入
擔任義工；此外警方及政界代表，與檢察官辦
公室，都將聯絡安排出席。曾經擔任市議員的
Mark Goldberg 代表檢察官辦公室報告，在會議
中表示參與的意願，並表示可以在現場贈送槍
扣，強調關於用槍安全的措施及知識。

一般警方報告方面，多項數據顯示，平均
犯罪率普遍呈現下降趨勢；不過近期謀殺及入
戶搶劫數據小升，仍然需要警民雙方共同重視
及防範。

這次會議除了活動討論及規劃，管委會主
席李雄非常重視社區民眾的現場參與。Fai Chi
表示她是看到媒體上的開會通知來參加的，並
就一些社區安全及報案問題，請教Jimmy Chau
。而另一位Max Li 擁有不同的用槍教練執照，
也是 「拒絕成為受害人」非營利機構的義工人
員，他並會在12月16日的社區活動中擔任義工
。

西南區管委會中國城治安副委員會籌辦 「禁止侵入」 標誌登記表格及發放

I. 新舊會員換証: 本年度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將暫停辦理新舊會員換証。明年將依舊自一月 開
始繼續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辦理新舊會員換証。

II. 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謹定於 11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1:30 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屆 時
備有精彩歌唱、舞蹈節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 10,11,12 生 日的壽星劵(含
生日蛋糕一份)、和節目觀賞劵。會員請於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7 日、週 二至週五上午 10:00 點
至 12:00 點到僑教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憑有效會員証報名登 記領取入場劵。以上兩種入場劵
皆可參加抽獎。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22 年 11 月份會員通告
2022慈濟德州分會健走 展向慈悲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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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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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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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公民11月8日周二在中期選舉中投票
，這將決定民主黨是否會失去對國會的控制，以及民主黨是否有
能力在未來兩年內推進總統喬·拜登的議程。

控制白宮的政黨通常會在中期選舉中失去席位，無黨派的預
測表明周二的結果也不例外，因對高通脹和犯罪的擔憂超過了國
家墮胎權的終結和 2021 年 1 月 6 日的暴力事件，該事件襲擊了
選民心目中的國會大廈。

35 個參議院席位和所有 435 個衆議院席位都在投票中。共
和黨人普遍傾向于獲得他們控制衆議院所需的五個席位。而參議
院——目前以 50 票對 50 票的投票結果與民主黨人進行決勝局投
票——可能會在內華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喬治亞州和亞利桑那
州進行關鍵的四輪角逐。

但甚至在中期選舉完成之前，2024年的總統選舉就已初具規
模。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周一晚上發出了他迄今止最強烈的暗
示，他將很快開始連續第叁次競選白宮，告訴俄亥俄州的支持者
他將在 11 月 15 日發表“重大聲明”。他沒有具體說明什麽聲明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自從他在 2020 年競選連任“輸給”拜登
後不久，他就一直有再次競選總統的計劃。

數百名支持特朗普的公民聲稱他的失敗是由于廣泛的選舉欺
詐行。這些支持者今年正在投票中，其中包括幾個尋求職位，讓
他們直接監督競爭激烈的州的 2024 年總統選舉。

根據美國選舉項目的數據，超過 4200 萬美國公民在選舉日
之前通過郵件或親自投票。州選舉官員警告說，由于他們在勢均
力敵的競選中清點選票，因此可能要在幾天後才能知道全部結果
。參議院的控制權可能要到 12 月 6 日在佐治亞州進行的潛在決
選才會知道。

共和黨控制的衆議院將能夠阻止涉及墮胎權和氣候變化等民
主黨優先事項的法案。共和黨人還可以就國家債務上限展開攤牌
，這可能會動搖金融市場，並對拜登的政府和拜登家庭發起可能
具有政治破壞性的調查，拜登一直擔憂會被罷免。

共和黨人將尋求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使特朗普在 2017 年通
過的個人減稅政策永久化，並保護民主黨人在過去兩年中未能成
功扭轉的企業減稅政策。

與此同時，共和黨參議院將控制拜登的司法提名，包括最高
法院的任何空缺。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已經暗示，如
果他回到多數黨領袖的位置，他可能會在 2024 年總統大選之後
拒絕填補最高法院的空缺席位。

分裂的政府將加強對日益保守的法院的關注，該法院已經發
布了全面的決定，取消了全國範圍內的墮胎權和大幅擴大槍支權
利等。

投票中還有 36 個州長職位和數十個其他州級競選，包括在
搖擺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和佐治亞
州競爭激烈的州長競選。

民主黨最後一擊
拜登和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仍然是該黨的最大人物）在過

去一周中穿梭于全國各地，敦促支持者投票以期阻止民主黨人的
損失，而特朗普也做了同樣的事情，除了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外，
也再次競選總統職位奠定了基礎。

然而，隨著拜登的聲望下降，一些在激烈競選中的民主黨人
故意與白宮保持距離。周一，也就是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天，拜登
前往政治安全的馬裏蘭州，即傾向于民主黨的馬裏蘭州，而不是
搖擺州來挽回面。

最高法院 6 月推翻 Roe v. Wade 的決定是 1973 年確立了全
國範圍內的墮胎權的裁決，激發了全國各地的民主黨選民的反對
，暫時提高了民主黨人能夠挑戰曆史的希望。

但在競選活動的最後幾周，預測者們對共和黨將在衆議院贏
得多數席位越來越有信心，可能會翻轉 20 個或更多席位。

盡管是記憶中最強勁的就業市場之一，但由于共和黨人對天
然氣和食品價格以及犯罪的無情攻擊，拜登政府的價格頑固上漲
讓選民感到不滿。

周一完成的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叁分之二的
美國人認該國走錯了路，只有 39% 的人贊成拜登的工作方式。
特朗普的民調也同樣偏低，在最近的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調查中
，只有 41%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他有好感。

越來越嚴峻的預測讓一些民主黨人質疑該黨的競選信息，該
信息的核心是保護墮胎權和美國民主。

無黨派預測機構 Inside Elections 的分析師雅各布·魯巴什金
(Jacob Rubashkin) 表示：“我們在上個月看到的是政治引力開始
重新出現。拜登從未從年初低水平的管理來大幅提高他的支持率
，支持率反而越來越少。選民非常關心經濟，他們將通貨膨脹歸
咎于拜登的無能。”

拜登和其他民主黨人對大量共和黨競爭者發出了警告，他們
要麽附和要麽拒絕反駁特朗普關于他因廣泛選舉欺詐而輸掉
2020 年總統大選的說法。

拜登周日在紐約揚克斯的一次集會上說：“民主確實在選票
上。”但他知道選票是可以欺詐的。

在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等搖擺州，領導各州選
舉機構的共和黨候選人接受了特朗普的選舉欺詐言論，這讓民主
黨人擔心，如果共和黨獲勝，他們可能會幹擾 2024 年的總統競
選。

特朗普對共和黨的控制仍然令人生畏。他對候選人的支持在
政黨選拔賽中被證明是一個有效的工具，盡管一些共和黨領導人
擔心他們的極右翼言論會成大選的負擔，但他的首選候選人在幾
場關鍵的參議院初選中基本都獲勝。

亞利桑那州的布賴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俄亥俄州
的 萬 斯 （J.D. Vance） 和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的 穆 罕 默 德·奧 茲
（Mehmet Oz）等首次參議院候選人有時難以廣泛的被選民接受
，這讓民主黨人對原本可能對拜登所在政黨充滿挑戰的競選充滿
了一點希望。

在喬治亞州，挑戰現任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拉斐爾沃諾克的前
體育明星赫歇爾·沃克(Herschel Walker)面臨著一系列醜聞，其中
包括他對兩名女性說謊的指控，她們說他敦促她們在過去的兩性
關系中墮胎，但他在競選活動中堅決反對墮胎。

共和黨戰略家裏克泰勒說：“如果共和黨在選擇合格候選人
時更加明智，贏得參議院將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選擇這樣的
人）真的給自己造成了障礙。”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國中期選舉將控制國會和拜登的權力

（綜合報導）儘管獲得讓人欣慰
的成果，維權人士認為在防範虐待方
面仍存在許多進步空間。

身為奧斯汀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新鮮人，塔克
（Deborah Tucker）發現，校園生活
並不像她長大的家那樣安全和充滿愛
。

有一個可怕的傢伙騷擾塔克和她
兩名室友，他跟蹤她們，並不斷嘗試
闖入她們的公寓。她們向警方報案。
警方在她們的住處周圍監視了一周，
未能逮到這名男子，因為這名跟蹤狂
一直在暗處看著。

塔克 10 月 28 日在少數族裔媒體
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舉
行的記者會上說： 「警察一撤離，這
個傢伙就再度闖入。不幸的是，那個
周末剛好有一個朋友留宿，他攻擊了
她。」

順時鐘方向上排左起：加州藍盾
基金會公關連恩、洛杉磯市府律師辦

公室家庭暴力政策主任達旺、少數族
裔媒體服務中心健康編輯索拉布吉、
全國家庭暴力與性暴力中心董事會會
長塔克、終結家庭暴力全國網路安全
網計劃主任歐森。

自此，塔克就一直倡導反對對女
性使用暴力。她創辦了奧斯汀性侵危
機中心（Austin Rape Crisis Center）
和奧斯汀受虐婦女中心（Austin Cen-
ter for Battered Women） ， 現 在 是
「全國家庭暴力與性暴力中心董事會

」（National Center on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簡稱 NCDSV）會長
。

塔克說： 「我的滿頭白髮都是從
事這項工作得來的。」

加州藍盾基金會（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Foundation） 公 關 連 恩
（Jenna Lane）表示，家庭暴力和性暴
力存在於世界各地每個文化中，包括
加州，加州一半以上的人都有近距離
目睹或親身的經驗。她說： 「它真的

無處不在，讓人非常不安。」
一般想到受虐女性時，通常

會聯想到她們遭受的身體傷害
。但是，家庭暴力包括了許多
造成其他傷害的虐待行為。

連恩說： 「它可能是情緒傷
害，或是財務傷害，例如控制
某人的金錢或讓他人被解雇。
它也可能是法律上的傷害，好
比威脅他人要打電話給移民局
。」最大的問題是：該怎麼辦
？

十 月 是 家 庭 暴 力 意 識 月
（Domestic Violence Awareness
），加州藍盾基金會剛推出一
個名為 「讓我們終結家庭暴力
」（Let’s End Domestic Vio-
lence）的新網站，提供預防、
治癒和其他資源的訊息。

連恩說： 「家庭暴力無處不
在，但它是可治癒的，也是可預防的
。」

1996年與他人共同創辦全國家暴
熱 線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的塔克，1974年協助時任聯
邦參議員的拜登總統進行《暴力傷害
婦 女 法 》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簡稱 VAWA）的第一次修訂，
這項法律多年來已重新修訂多次，最
近一次是在2022年3月。

這項法律授權許多支持性服務，
包括提供各項家暴計劃資金、讓受害
者選擇是否上法庭而非強制仲裁、增
加對弱勢和邊緣化社區倖存者的服務
和支援，包括多元性別群體（LG-
BTQ+）的家暴倖存者。

準確的家暴統計數據很難獲得，
因為許多家暴事件發生在親密伴侶之
間，這些事件通常不會被舉報。

此外，美國各州對家暴的定義也
各不相同，這個問題甚至存在於同一

州不同的州級單位之間。以加州法院
為例，刑事法負責處理刑事案件，家
庭法控制家庭法院，民事法則控制民
事法院。

達旺（Pallavi Dhawan）說： 「甚
至同一個州的法律對家庭暴力並沒有
統一的定義。」

達旺是洛杉磯縣地檢長辦公室的
家庭暴力部門檢察官，她說： 「過去
13年，我處理過許多非常可怕的謀殺
、強暴和謀殺未遂案件。」達旺優秀
的工作表現讓她在2019年獲得洛杉磯
縣律師協會（L.A. County Bar Associ-
ation）頒發年度最佳檢察官獎。

達旺現在任職於洛杉磯市府律師
辦公室，洛杉磯市府律師辦公室支持
加州參議會第 1141 號提案（Senate
Bill 1141），這項提案建議將高壓控
制（coercive control）列入《家庭法
》（Family Code）的家暴定義中。

這項提案的根據是，有研究指出
，六成到八成的女性家暴受虐倖存者
都曾經歷過被高壓控制。

達旺說： 「我已厭倦聽到人們說
身體虐待和瘀傷才是家暴。我在法庭
上聽到很多人這麼說，很多陪審員和
法官也這麼說。」

這一類型的受虐者現在可以要求
法院對高壓控制者發出禁制令，並可
要求法院在決定兒童監護權時考慮高
壓控制的證據。

高壓控制的常見形式包括隔離、
剝奪資源、監控行動和行為。達旺表
示，這些形式都剝奪了一個人的自主
權，讓他們淪為自己的影子。

歐森（Erica Olsen）是全國終結
家庭暴力網路（National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簡稱NNEDV
）安全網計劃（Safety Net Project）主
任，全國終結家庭暴力網路有近2000
個地方家暴計劃，歐森主要負責科技

在家暴案中扮演的角色。
歐森說： 「施虐者會濫用科技作

為虐待工具，一些施虐者可能會在受
害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在受害者的設
備上安裝隱藏的應用程式或監控軟體
。一些人可能濫用家中的社群媒體網
站或智能設備來進行騷擾或跟蹤。」

手法包括在某人不知情的情況下
追蹤其所在位置、駭入受害者財務或
社群帳戶進行詐騙或冒充帳戶所有人
、在未經同意下私自散發私密影像、
在網路上張貼威脅或騷擾內容等。對
於多元性別群體倖存者，施虐者會特
別威脅要在網路上公開他們，歐森說
： 「這是非常常見的手法。」

新修訂的《暴力傷害婦女法》新
增一條 「非自願影像共享」（Non-
consensual Image Sharing）的民事訴訟
條款，提供受害者上法庭追討金錢損
失和獲得保護令的選擇。

司法部表示，自1980年到2015年
，美國被逮捕的強暴犯從2萬6000人
減少為1萬5000人，說明對抗家庭暴
力的工作正在發揮作用。為了終結家
庭暴力，維權人士表示，必須在預防
方面主動採取更多措施。

談到可預測虐待行為進而改變人
們生活的措施時，塔克說： 「幾年前
，我們在德州對犯下謀殺或嚴重暴力
罪行而入獄的人進行過一項大規模研
究，得出一個80%的規則。」根據她
的發現，研究中80%的家暴犯都是在
家暴的環境中長大的。

因此，每當塔克與立法者合作時
，她都會提醒對方： 「80%犯下謀殺
罪行的囚犯，都是在自己或他們所愛
之人被暴力對待的家庭中長大的。」

在改善立法方面，塔克補充說：
「如果我們想制止最嚴重的暴力，我

們就必須制止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它
們都是相互關聯的。」

EMS story: 家庭暴力是可治癒且可預防的

順時鐘方向上排左起順時鐘方向上排左起：：加州藍盾基金會公關連恩加州藍盾基金會公關連恩、、洛杉磯市府律師洛杉磯市府律師
辦公室家庭暴力政策主任達旺辦公室家庭暴力政策主任達旺、、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健康編輯索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健康編輯索
拉布吉拉布吉、、全國家庭暴力與性暴力中心董事會會長塔克全國家庭暴力與性暴力中心董事會會長塔克、、終結家庭暴終結家庭暴
力全國網路安全網計劃主任歐森力全國網路安全網計劃主任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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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家 俊
留歐備戰德國賽

全英桌球錦標賽外圍賽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著名UFC
（終極格鬥冠軍賽）選手張偉麗，將於美國時間11
月12日出戰對Carla Esparza（卡拉）的UFC281比
賽，張偉麗9日接受訪問時暗示，自己將可以在比
賽中KO（擊倒）對手，不用戰足所有回合。

為了出戰今次在紐約舉行的比賽，張偉麗受
了不少苦難，她先從泰國飛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備
戰，之後又抵達紐約。目前正在減磅，只能吃點
果仁和抿點水的張偉麗對此表示：“從泰國到拉
斯維加斯的確有些不適應，因為泰國潮濕令我出
汗較多，但拉斯維加斯卻較乾，訓練不出汗，至
於紐約則好一點，空氣沒有那麼乾。”

張偉麗今次對手為卡拉，是草量級初代UFC冠
軍，過往曾打過多次冠軍賽，屬於資歷深厚、特點

鮮明的選手，張偉麗對此表示：“卡拉說要把我鎖
在地面，但這其實未必對她好，確實她是摔跤手出
身，在地面可能屬她有優勢的位置，但我對此練習
了很久，碰巧遇到一位摔跤手，也想檢驗一下自己
的訓練成果。”

在訪問中，張偉麗亦被問到如何預測今場比賽
的局面，張偉麗就暗示自己不用打足所有回合，便
可以KO（擊倒）對手：“我覺得這會是一場精彩
比賽，卡拉的技術特點鮮明，但我肯定今場比賽不
會打滿（所有回合），我也不希望打滿。”

最後，張偉麗表示其實比起戰勝對手，自己最
想要的其實是戰勝自己：“戰勝自己更有成就感，
人生最大的對手是自己，最難戰勝的也是自己，每
天都和自己較勁，戰勝自己是最重要的。”

本月12日迎戰強敵卡拉
張偉麗預言KO對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港隊於日前
出戰IBF殘疾人保齡球世界盃2022，結果再度
取得佳績，合共取得3金2銀2銅成果。

在混合W1級個人賽，港隊派出汪國張、
陳達剛和黃美蘭出戰，結果汪國張取得1,833
分奪得金牌；陳達剛則以1,677分奪銀；黃美
蘭以1,576分取得銅牌，助港隊包攬金銀銅。

女子B2級個人賽，港隊則派出朱穎琴和袁
詠珊出戰，結果朱穎琴以1,926分取得金牌；
袁詠珊則以1,865分獲得銀牌，並助港隊包辦
冠亞軍。

男子B2級個人賽，張凱童以2,097分奪
金；陳達聰則以1,972分取得銅牌，令港隊在
今次賽事共取得3金2銀2銅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2022FISU世
界大學生壁球錦標賽第2日賽事，
港隊5位球手分別於16強及8強止
步，只能轉戰名次賽。

男單方面，黎卓楠及何家晞
同樣以0︰3不敵東道主埃及選
手，16強止步。而鍾逸朗先以
3︰0（11︰6、11︰6、11︰6）
戰勝南非選手ReuelEthan Videl-
er晉級8強，面對屬種子球手的
瑞士選手 Yannick Wilhelmi，以
0︰3（6︰11、6︰11、5︰11）
告負，無緣準決賽。

女單方面，黃葆睿以 0︰3
（3︰11、5︰11、7︰11）負於西
班牙球手Marta Dominguez Fer-
nandez。鄭雅晴則以1︰3（7︰
11、11︰6、8︰11、10︰12）惜
負瑞士球手Cindy Merlo。

在這情況下，黎卓楠及何家
晞將只能轉戰9至16名名次賽，
而鍾逸朗、黃葆睿及鄭雅晴，則
將轉戰5至8名名次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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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兩次打出一桿過百，以6：4淘汰主場球手
賴斯的Marco，第3圈對手為另一英格蘭球手

咸美頓。根據往績，Marco在面對現年51歲的咸美
頓時稍處下風，今次對碰似乎亦不例外。首局Mar-
co雖先贏57：17，但咸美頓在第2、3、4局連贏
78：37、94：38和102：34反超前3：1。第5局
Marco雖贏70：34追近比分，但咸美頓之後又連贏
兩局 67：54 和 60：54，局數已領先 5：2“叫
胡”，結果Marco只能在第8局贏79：48多追一
局，最終於第9局再輸43：64，以局數3：6遭淘
汰。

范爭一意外出局
在Marco出局後，他與另外兩位港將吳安儀

及李俊威，皆會留在歐洲作準備，下一場賽事該
是11月21日展開的德國大師賽外圍賽，根據抽籤

結果，Marco首場對手會是希堅斯；吳安儀則會對
戰巴基斯坦的Muhammad Asif；李俊威則會挑戰
老將杜靴迪。

另一方面，多名國家桌球名將亦有於8日的全
英桌球錦標賽外圍賽登場，其中三次獲得全英賽
冠軍（2005年、2009年、2019年）的“一哥”丁
俊暉，在第3圈才首度亮相，對手為泰國“快槍
手”塔猜亞，結果丁俊暉以局數6：2輕鬆過關；

今場比賽，“小丁”於第2局本有機會衝擊147度
滿分，但因在黃球上出現失誤而最終功虧一簣。
在外圍賽第4輪，丁俊暉將與46歲英格蘭老將米
爾金斯爭奪正賽席位。

除了“小丁”之外，是日還有4名桌球國手晉
級，分別為周躍龍、蕭國棟、呂昊天和吳宜澤，
但剛於早前冠中冠賽殺入4強的范爭一，雖然打出
一桿破百挽救過一個賽點，但仍以2：6不敵威爾

斯名將史堤芬斯出局。
全英桌球錦標賽是世界職業斯諾克領域歷史

最悠久的賽事之一，與世界錦標賽、溫布萊大師
賽並稱桌球三大賽。本次外圍賽將進行4輪，共
128人參賽，最終決出的16名球員將在正賽期間
與16位種子選手直接對碰。本次外圍賽與正賽
無縫銜接，外圍賽於11月5日至10日進行，正
賽於11月12日至20日舉行。

全英桌球錦標賽外圍賽於當地時間8

日繼續上演激戰，結果重返國際舞台的香

港桌球天王傅家俊（Marco），遺憾地以

局數3：6不敵世界排名39位的咸美頓，

無緣正賽。至於國家桌球名將丁俊暉，則

成功殺入外圍賽第4輪。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殘疾人保齡球世界盃 港隊奪3金2銀2銅

◆鄭雅晴（左）與對手合照。
中國香港大專體育協會圖片

◆汪國張（中）、陳達剛（左）及黃美蘭包辦三甲。
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圖片

◆張凱童（中）奪金，隊友陳達聰（右）摘銅。
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圖片

◆卡拉對張偉麗比賽即將上演。 微博圖片

◆◆傅家俊無緣正賽傅家俊無緣正賽。。新華社新華社

◆◆范爭一意外出局范爭一意外出局。。 WSTWST圖片圖片 ◆◆丁俊暉順利過關丁俊暉順利過關。。 WSTWST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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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十一月十二日是國父孫中山先
生156歲誕辰紀念日，也是中華文化
復興節。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
暨僑社社團將於上午十時三十分在
僑教中心國父銅像前舉行獻花致敬
儀式。歡迎僑社社團或有興趣者前
往參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生為國為民
，志力貢獻於 「中華民族」建國大
業的理想與抱負，高瞻遠矚，令人
欽佩。

國父孫中山先生 「三民主義」
的民生主義真正的意義是要保障分
配的平均，民權主義的真正意義是
要保障人民的權力，民族主義則是
要能夠保衛國家與國民的利益，這
才能使中華民國成為大中華昂首闊
步的精神標誌。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主
革命綱領，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
高度概括。國父孫中山先生設想通
過三民主義的實施能夠“人能盡其

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
能暢其流”，進而實現國富民強、
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國父孫中山先生更曾表示，華
僑對中華民國的建立功不可沒，並
稱華僑為“革命之母”，足見孫中
山對僑胞的深厚情誼；三民主義是
國父留給大家的寶貴遺產，亦是中
華民國和美國共享的普世價值，國
父的精神將永垂不朽。

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率領華僑
先烈先賢拋頭顱、灑熱血，建立亞
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
先烈之血，不能白流；革命之花，
永不凋謝！

緬懷中華民國創建人 國父孫中
山先生不僅能凝聚僑社的力量，更
能教育華裔後代，在緬懷孫中山先
生過去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時，也
要繼續推行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
”的建國理念並傳承下去。

Clemence Youth Foun-
dation (CYF) 是美國登記註
冊的非盈利機構。為了鼓勵
幫助青少年形成良好品格,
培養社會責任心, 積極追求
人生夢想, 成為對社會有貢
獻的優秀青少年, 特別設立
CYF青少年年度獎學金對優
異學生給予獎勵。

申請CYF青少年年度獎
學金的候選人必須是休士頓
地區在校秋季中 12 年級學
級. 申請除填寫申請表以外
，還需提供申請表中所要求
的其他證明材料，例如學習
成績單、推薦信和個人簡介
等。

2022 CYF青少年年度獎

學金將於今年 11 月 1 日開
始接受申請，11 月 30 日截
止，獲獎名單將於12月份向
社會公佈並頒發獎金 。

所有侯選人可以自薦，
也可以他人推薦。獲獎人將
由CYF基金會評審團根據候
選人所提供的材料評審決定
。獲獎學生將獲得由Clem-
ence Youth Foundation 基金
會頒發的獎勵證書和獎金。
申請人資格：
1. 休士頓地區在校秋季中
12 年級學級
2. 有美國合法身份
3. 積極參加社區服務
4. 具有亞裔血統
5. 最低 GPA 為 3.20

提交申請材料：獎學金
申請表 及申請表內所有要求
材料。

提交方式: 請把所有申
請材料在截止日期 11/30/
2022 前郵寄給：clemencey-
outh.foundation@gmail.com

CYF 基金會青少年年度
獎學金獲得很大社會反響，
感謝贊助商們的愛心奉獻和
支持，如果您也希望通過
CYF基金會去支持青少年慈
善事業，歡迎通過上面的郵
箱聯繫我們進行下一步合作
！

愛心捐款可以直接匯款
至 CYF 基金會的捐款專號
，請註明您的名字和捐款項

目，CYF基金會將依法出具
免稅證明。
CYF 愛心捐款專號：Zelle
QuickPay To: 833 766 2266
Reception name: CYF
特別鳴謝獎學金贊助商：

Platinum Donor：
J -Tech Digital

Bronzer Donor： Medx
Pharmacy 王琰

Clear Lake Montessori
School

Copper Donor：楊寶華
Daytown International
Base Donor： Inspiration

Learning Center
感謝所有贊助商的愛心支持
！

美國乃當今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的
國家。打從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因為戰火沒有在美國國土上爆發，日
本突襲夏威夷珍珠一役，也似罈花一現
，美國依賴原子彈兩枚，投下到日本長
崎本土等地，日本政府暨怕美國再度投
彈，殺害數萬平民，也眼看在中國東北
一角，關東軍也節節敗走麥城，遂宣布
投降。從那一刻起，美國便風生水起，
以戰勝國的身份，獲得最大利益，包欖
西方世不少科學家、醫生： 而其科技工
業，乘勢而起，美元更成世界貨幣上的
天之嬌子，獨來獨往，雄霸天下。

直至進入廿一世紀的今天，美國的
經濟仍然是獨領風騷。儘 管 由2020 年
春季開始，美國経済受到新冠疫情的極
大催殘。但是痛定思痛，在得到美國醫
藥界的鍥而不捨的努力研究，己制有致
勝病毒之藥，可以讓千百萬國民注射，
抗拒病毒的傷害。目前新冠病毒已逐步
緩解,使美國上班族大規模地重返辦公室
,雖然仍有通脹和加息帶來新的潛在風險

,但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仍然高度支持經
濟增長。預計明年2023年全美的各大
城市中，這當中包括德州休斯頓、達拉
斯、奧斯汀及聖安東尼奧的商業地產市
場的發展勢頭，依然令人看好,諸位投資
人仕，可以趁今天秋光明媚之際，分別
走訪上述德州四大名城的市面一巡，自
然會見到在各大高速公路兩旁，均大興
土木，高屋建瓴。這全得益於德州得天
獨厚的地理優勢和州政府對投資者優惠
的稅務政策。隨著新冠疫情期間電子商
務在達拉斯和奧斯汀的迅猛發展,工業地
產和商業地產及物流企業與日俱增。又
因商業地產價值的上升,投資者將更加關
注受歡迎的工業地產

據美國權威機構近期發布的《2022
年美國地產市場展望(U.S. Real Estate
Market Outlook 2022)》,對今年全美經
濟和商業地產市場前景持樂觀預測。
本律師事務所成立在德州休斯頓，亦成
長在斯人斯地。多年來協助不少本來自
美國杜會的美中商界人仕、海外中國買

家，挑選上自己的心頭所好，既買下
「磚頭」（港澳買家口中的實業），價
值得以年年升值，笑口常開。更有投得
像10 號公路西KT 地區的巨型商塲，早
晚人流不息，形成鄰近一座住宅屋群，
居民安居樂業。類似這樣的機會，陸續
湧現，與日俱增。又因商業地產價值的
上升,投資者將更加關注受歡迎的工業地
產和長租辦公樓和公寓,同時也將更加關
注商業中心和和零售地產的新興機會,以
尋求更好的投資回報。

敬請關注元臣雲端講堂近期推出:
“通脹高息下,明天會更美好嗎？專家指
點:達拉斯和奧斯汀工業和商業地產的現
狀與發展趨勢” 線上Zoom 講座。
講座時間 Date &Time
11月04日 星期五
美中時間: 早9點-10點半
美西時間: 早7點-8點半
美東時間: 10點-11點半
北京時間: 晚10點-11點半

讀者諸君、商界人士，有意向德州

地區投資地產，萬勿錯過本律師事務
所所舉辦上述的4 個講座。先行來電
話 或郵件報名，至為上著

Tel: 713 818 8866 或
jwang@mp-lg.com

美西房市持續數月遇冷，平均降
價幅度達11年之最。不過來自海外
，尤其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買家數量
，近兩個月則不斷上升，而且不乏一
擲千金的大宗交易。地產專家形容，
似有看不見的手，正在偷偷吃貨。那
麼南加地產前景究竟如何，今天的世
說新聞，我們與您一同探討。

與日俱增。又因商業地產價值的上升
,投資者將更加關注受歡迎的工業地
產和長租辦公樓和公寓,同時也將更
加關注商業中心和和零售地產的新興
機會,以尋求更好的投資回報。請關
注元臣雲講堂近期推出:“通脹高息
下,明天會更美好嗎？專家指點:達拉斯
和奧斯汀工業和商業地產的現狀與發展

趨勢” 線上Zoom 講座。

((讓君知曉讓君知曉））進軍地產正合時進軍地產正合時 楊楚楓楊楚楓

歡迎申請：2022 CYF青少年年度獎學金

11月12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156歲誕辰紀念日
中山學術研究會在僑教中心國父銅像前舉行獻花儀式

【美南新聞泉深】11 月 10 日週四，莫斯科
下令進行戰爭中最大的軍事撤退，歡欣鼓舞的
烏克蘭軍隊宣布他們重新奪回了第一個村莊。
但基輔仍然保持警惕，警告說逃跑的俄羅斯軍
隊有可能會將赫爾松變成“死亡之城”。

在赫爾松市以北約 55 公裏（35 英裏）的斯
尼胡裏夫卡（Snihurovka）村中心，烏克蘭國家
電視台播放了一小群烏克蘭士兵，他們在廣場
上迎接數十名居民，他們身後的桿子上飄揚著
一面烏克蘭國旗。

一名指揮官宣稱：“今天，2022 年 11 月
10 日，斯尼胡裏夫卡被第 131 獨立情報營的部
隊解放。烏克蘭的榮耀！”當地人鼓掌、歡呼
並用手機拍攝士兵的照片。

46 歲的佩特羅·盧潘 (Petro Lupan) 正在向
赫爾松以北前線另一部分的居民分發麵包，他
告訴路透社，他剛剛從村裏的一位朋友那裏得
知 斯尼胡裏夫卡被奪回的消息。

他說：“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的感受。
”

在莫斯科下令其軍隊從第聶伯河西岸的整
個俄羅斯控制的地區撤出後不到一天，烏克蘭
軍隊就進行了推進，其中包括赫爾松市，這是
俄羅斯在九個月的戰爭中佔領的唯一地區首府
。

到目前為止，烏克蘭官員大多在公開場合
保持警惕，警告說俄羅斯軍隊有可能仍計劃在
撤離途中進行戰鬥並播下破壞的種子。

烏克蘭總統的一名顧問週四表示，俄羅斯
希望將赫爾松變成一座“死亡之城”，偷走從
公寓到下水道的所有東西，並計劃從河的另一
邊炮轟這座城市。

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Mykhailo Podolyak
）在推特上寫道：“這就是‘俄羅斯世界’的
樣子：過來、搶劫、慶祝、殺害‘證人’、留
下廢墟然後離開。”

盡管在整個沖突期間轟炸居民區，但俄羅
斯否認虐待平民。最近幾週，它一直在從赫爾
鬆地區撤離數千名平民，烏克蘭稱之為強制驅
逐。

“敵人不會給我們禮物”
烏克蘭軍方表示，它既不能證實也不能否

認俄羅斯軍隊確實在撤離。
澤倫斯基本人也很謹慎，他在每天的夜間

電視講話中只提到了赫爾鬆一次。他說：“烏
克蘭軍隊正在逐步加強他們在南部的陣地，敵

人不會給我們禮物的。”
基輔希望將數千名俄羅斯軍隊困在口袋

裏，並且似乎正在謹慎推進以保護自己的軍
隊，同時在俄羅斯軍隊試圖越河逃跑時對烏
克蘭造成盡可能多的傷害。

在赫爾松以北的前線，大砲的聲音比平
時少了很多。

一夜之間，濃霧籠罩，小雪紛飛，地面
結霜。駐守檢查站的烏克蘭軍隊嚴守嚴寒。

包括斯尼胡裏夫卡在內的尼古拉耶夫
（Mykolaiv） 地區州長維塔利·金 （Vitaliy
Kim）在軍方正式宣布之前沒有宣布該地區
已解放，但表示當局正計劃在那裏運送援助
物資。

在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宣布吞
並一個他說將永遠屬於俄羅斯的領土後一個
多月，俄羅斯軍隊的撤退令是莫斯科迄今為
止遭受的最屈辱的失敗之一。俄羅斯官方媒
體和親克裏姆林宮的戰鷹派捍衛稱這是必要
的舉動，同時承認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RT 負責人瑪格麗塔·西蒙尼揚 （Mar-
garita Simonyan）在俄羅斯的國際宣傳頻道上
說：“我確信這個決定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容
易。對那些接受它的人來說，對我們這些理
解它會這樣但仍然祈禱它不會發生的人來說
，都認為不應該這樣。”

週叁，電視上播放了國防部長謝爾蓋·
紹伊古（Sergei Shoigu）的電視節目，回應
他的最高指揮官的建議，他說有必要挽救能
夠更好地保衛第聶伯河對岸的部隊的生命。

“俄羅斯軍方存在實際問題”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表

示，初步指標表明俄羅斯正在堅持撤軍，但可
能需要時間才能完成。美國總統喬·拜登表示，
撤軍表明“俄羅斯軍方存在一些實際問題”。

這次撤退是在俄羅斯在烏克蘭北部和東部
戰敗之後進行的，這讓莫斯科狼狽不堪，以展
示一場沒有任何收獲的“特殊軍事行動”，使
其成為西方的賤民，殺死了數萬名士兵，並導
致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全國動員。

俄羅斯軍隊仍想在南部地區保有其它成果
，包括連接俄羅斯和克裏米亞半島的重要陸路
路線。它於 2014 年佔領，以及東部的一些城市
，他們在佔領這些城市時，摧毀了這些城市的
大部分地區。

對於經曆了九個月的轟炸和占領並導致數

千名平民喪生的烏克蘭而言，在赫爾鬆的勝利
將加強它可以在戰場上擊敗俄羅斯的理由和信
心，並可能平息一些西方呼籲烏克蘭談判達成
一項割讓領土協議的聲音。

退休的澳大利亞將軍米克·瑞恩在推特上
寫道：“這是對烏克蘭軍事戰略及其高級領導
層採取行動的驗證。他們正在取得成功，俄羅
斯人也知道這一點。”

“現在不是強迫烏克蘭談判的時候。俄羅
斯軍隊可能會被削弱，但他們不會放棄他們佔
領的領土的願望，他們將不得不在戰場上被毆
打並被趕出烏克蘭。”

俄羅斯撤軍將直接使數十萬烏克蘭人免於
佔領，並保護在附近的尼古拉耶夫等地區的數
十萬人平民的住宅免受大砲重擊的傷害。

它不僅使基輔有動力重新奪回俄羅斯在今
年入侵中佔領的領土，而且還威脅到俄羅斯對

其在 2014 年奪取的土地克裏米亞的控制。
國際安全首席執行官戴爾·巴克納 (Dale

Buckner) 說：“通過控制整個第聶伯河西岸，
烏克蘭軍隊現在能夠用火砲瞄準第聶伯河和克
裏米亞之間的所有俄羅斯彈藥庫和指揮控制中
心。”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得不承受“痛苦的戰
略災難”。

俄羅斯命令從赫爾松撤軍 烏克蘭軍隊重奪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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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聯合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10613 Bellaire Blvd., #A-250 
Houston, TX 77072

23NAT00117P   SPRJ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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