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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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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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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專營

李元鐘保險    www.johnleeins.com 
電話832-500-3228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微信和Line請加: johnleehouston李 元 鐘 保 險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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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台灣自10月13日零時起，實施0+7免居
家檢疫，入境者須七天自主防疫，如無症狀也可搭
大眾運輸工具返家的新聞後，因新冠疫情三年多沒
有返台，已被戶政機關遷出戶籍且喪失全民健保納
保資格，隨即訂了美聯航10月28日航班返台，在飛
航途中航空公司並未強制每人配戴口罩，但要所有
旅客入境台灣下飛機時，依防疫規定每人就一定要
配戴口罩，10月29日傍晚7點多飛抵桃園國際機場
，下飛機後至往常入境須經過體溫檢測站前，途中
就會發給每位入境旅客（2歲以上） 「抵臺旅客7天
自主防疫」的卡片（如圖1）及一盒Abbott製藥公司
的 「Panbio」COVID-19 抗原自我測試四個快篩劑
後（如圖2），以國人身分很快的通過護照查驗站入
境後，依防疫新制“無症狀也可搭大眾運輸工具返
家”，我就搭乘統聯客運前往家兄住處，當晚依照
「抵臺旅客7天自主防疫」規定，“入境當日或自

主防疫第一天”，我用機場發放的 「Panbio」COV-
ID-19抗原自我測試快篩做了第一次快篩“陰性”
的結果，就在家兄三樓的1人1室（獨立衞浴）休息
，隔天起床後中午12時30分（距第一次自我測試也超過了12小
時），因為要外出，依防疫新制“外出時，須有2日內快篩陰性
結果”，所以我也做了第二次快篩，也得了“陰性”的結果，才
和家兄外出用餐。這兩天自我測試兩次陰性的結果，建議要照像
存證（如圖3，建議最好寫上兩次自我測試日期），並將測試結
果的“篩片”妥為保存，以備查驗。

第三天我拿了中華民國護照和身分證及個人照片前去戶政事
務所辦理恢復“戶籍”，因三年多未返台，不只被“除籍”、也
被“除戶”，所以必須準備“所有權狀正本（綠色）”或“2022
年5月繳交的房捐稅收據正本”證明查驗通過，才可恢復戶籍，
繳交新台幣30元的費用領到了新的“戶口名簿，由於戶籍地址
同前，所以不必請領新的身分證。因要去樓上區公所恢復健保，
所以必須馬上申請戶籍謄本（費用新台幣15元）繳交，申辦恢
復健保手續“，不只要填寫自己的資料，也要填寫配偶及兒女的
資料和未同時恢復健保的理由，才得恢復自己的健保卡。而前向
台中市政府請領的“敬老愛心卡”也作廢，申請新卡必須繳交新
台幣35元和一張個人相片，承辦人員會馬上製作新的“敬老愛
心卡”給您，享受每月一千點免費搭乘市公車和特定長途路線的
“國光客運”及“統聯客運”的福利，還有新近出台的福利看診
時有些診所會給予減免新台幣50元的費用和搭乘特約計程車公
司的車子時可減免85元，還有其他福利可參考“敬老愛心卡”
使用說明，目前“高鐵”和“台鐵”僅可憑“敬老愛心卡”做為
購買半票憑證，自己必須掏腰包購買半票優惠價，不能從“敬老
愛心卡”扣除乘車費用。切記舊的“敬老愛心卡”承辦人員收回
去前，如前有儲存一些金額，記得請承辦人員轉該筆款項至新的
“敬老愛心卡”，以免招致財物損失！

這次返台專程至戶政事務所及區公所，恢復了戶籍及健保，

由於沒有準備“所有權狀”或“今年5月繳交房屋稅收據
正本”，必須回去取相關證件，而重新取號再依號次等待
辦理，共費時了近三小時。而“健保卡”及“敬老愛心卡
”領到後，當天即可馬上使用，對戶政事務所及區公所工
作人員工作效率即高，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最驚訝的大概
是防疫新制上路從10月13日開始，“國光客運”從台中
至桃園國際機場一天只有兩趟來回，“統聯客運”雖沒有
像疫前那麼多的班次，減了班次，還差強人意，不會像
“國光客運”一天只有兩趟來回！從10月13日開始，台
灣入境免隔離防疫新制上路，相信世界各地的台灣鄉親及
觀光客，都會連袂返台或來台觀光，盼望“國光客運”和
”統聯客運”儘速增加班次輸送旅客，尤其“國光客運”
更要加油！

還有兩件事和大家分享，最近美國為阻止通貨膨漲，
不斷的加息，致使美元升值，我去台灣銀行兌換，美金一
元可換31.8多的新台幣，是不錯的價格，可是在兌換時，
銀行非常嚴格的檢視每一張美金百元大鈔，我赴台前去銀
行提領款項，要求新版的美金百元大鈔，但是在台灣銀行
的兌換承辦人員檢視時，每張百元大鈔需完美無缺，如有
一些些微小破損則拒收，且鈔面不能有章戳印記，如有章戳印記
一定要兌換，則每張要加收新台幣30元的費用，所以建議大家
回台兌換新台幣，一定要準備新版及嶄新的美金百元大鈔！我們
僑居在美國，最大的困擾之一是看牙或修補牙齒都非常的貴，除
非您有非常好的醫療保險，前不久內人第一次用聯邦社會福利保
險Medicare Part “C”的Medicare Advantage Plan去洗牙，牙醫檢
視後有8顆需補牙，給我收了400美元的費用，想不到我上個月
再去洗牙時，說我們的保險一年只能補兩顆牙，其他6顆補牙需

自付，又加收了我已折扣再折扣的269美元，所以8顆補牙在美
國花費了669美元。早知道我再付一些費用，就可買返台的來回
機票了。但我此次返台去母校台中一中附近太平路的一間牙醫診
所，我星期一下午一點恢復健保後，13:20沒有預約去臨時掛號
，繳交了新台幣50元的掛號費用，前面已有5位病人在等，等到
14:00輪到我看診，因在該牙醫診所第一次看診，給我做了全口
的X光掃瞄後，一位中年的女牙醫幫我馬上補了兩顆牙，完成治
療也沒有另外加收費用，實足證明台灣的健保造福台灣鄉親，聞
名世界！

台灣入境正式免隔離防疫新制上路後返台經驗談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梁義大

兩日內快篩陰性結果拍照存證兩日內快篩陰性結果拍照存證（（最好能寫下測試日期最好能寫下測試日期），），並妥為保並妥為保
存存。。

入境桃園國際機場每位旅客入境桃園國際機場每位旅客（（22歲以上歲以上））收到一盒收到一盒 「「PanbioPanbio」」 COCO--
VID-VID-1919抗原自我測試四個快篩劑抗原自我測試四個快篩劑

入境桃園國際機場每位旅客收到的入境桃園國際機場每位旅客收到的““抵臺旅客抵臺旅客77天自主防疫天自主防疫””卡片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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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防疫不能放鬆 糾正“層層加碼”
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研究部署優化防控工作二十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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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月10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重視美方提
出兩國元首在印尼峇里島舉行會晤的建
議，目前雙方正就此保持溝通。

當天有記者就美方涉華言論提問。
趙立堅應詢表示，中美兩國元首通過多
種方式保持經常性聯繫。中方重視美方
提出兩國元首在峇里島舉行會晤的建
議，目前雙方正就此保持溝通。

他說，中方對美政策立場是一貫和
明確的。我們致力於同美方實現相互尊
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同時堅定捍
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美方應同中方相向而行妥管分歧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

心，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
中的基礎，三個聯合公報是中美關係最
重要的‘護欄’。”趙立堅指出，美方
應該做的是停止虛化、掏空、歪曲一個
中國原則，恪守尊重他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回到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
上來。

趙立堅強調，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
是互利共贏，美方應停止將經貿問題政
治化、工具化、意識形態化，以實際行
動維護市場經濟規則和國際貿易體系。
國與國之間發展關係不是非此即彼。中
方一貫主張發展不針對第三方的包容性
夥伴關係，反對逼迫別國選邊站隊。

他指出，中方始終按照習近平主席
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三原則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主張推動
構建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美方應
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進
互利合作，避免誤解誤判，推動中美關
係重返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學者：中美關係大方向不容樂觀
近期，中美官式互動有回暖跡象。上

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兼外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
話，就當前及今後一段中美關係交換了意
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金燦榮教授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
美之間的互動表明兩國間存在大量共同
利益，且雙方均不希望走向直接衝突。
但他提醒，中美關係整體框架仍不容樂
觀，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很
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1月10日

召開會議，聽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

報，研究部署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條

措施。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會議指出，要在落實各項防疫

舉措的同時加強分析研判，必要的防疫舉措

不能放鬆，既要反對不負責任的態度，又要

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糾正“層

層加碼”、“一刀切”等做法。

會議指出，當前，新冠病毒仍在持續變
異，全球疫情仍處於流行態勢，國內

新發疫情不斷出現。我國是人口大國，脆弱
人群數量多，地區發展不平衡，醫療資源總
量不足，一些地區的疫情還有一定規模。受
病毒變異和冬春季氣候因素影響，疫情傳播
範圍和規模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防控形勢仍
然嚴峻，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科學精準做好
疫情防控各項工作。

會議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落
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定不移堅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堅定不移落實“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總策略，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
零”總方針，按照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
住、發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
會發展的影響。

以快制快 避免戰線擴大
會議指出，要適應病毒快速傳播特點，

切實落實“四早”要求，以快制快，避免戰
線擴大、時間延長。要集中力量打好重點地
區疫情殲滅戰，採取更為堅決、果斷措施攻
堅，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延，盡快恢復正常
生產生活秩序，決不能等待觀望、各行其
是。要堅持科學精準防控，提高防疫工作的

有效性，準確分析疫情風險，進一步優化調
整防控措施，在隔離轉運、核酸檢測、人員
流動、醫療服務、疫苗接種、服務保障企業
和校園等疫情防控、滯留人員疏解等方面採
取更為精準的舉措。要大力推進疫苗、藥物
研發，提高疫苗、藥物有效性和針對性。要
在落實各項防疫舉措的同時加強分析研判，
必要的防疫舉措不能放鬆，既要反對不負責
任的態度，又要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
主義，糾正“層層加碼”、“一刀切”等做
法。要全力做好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服務保
障，切實滿足疫情處置期間群眾基本生活需
求，保障看病就醫等基本民生服務，加大對
老弱病殘等特殊群體的關心幫助力度，解決
好人民群眾實際困難，盡力維護正常生產工
作秩序。要做好重點人群疫苗接種等工作，
築牢疫情防控屏障。

打贏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
會議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

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充分認識
抗疫鬥爭的複雜性、艱巨性、反覆性，強化
責任擔當，增強鬥爭本領，守土有責、守土
盡責，深入基層、深入一線，抓實抓細疫情
防控各項工作，做好思想引導和心理疏導，
堅決打贏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官方數據顯示，
內地9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感染者8,824宗，連續5
天上升，創自4月30日以來的新高。除廣東、河
南、內蒙古、新疆、黑龍江等省份日增感染人數保
持高位外，重慶、甘肅等省份新增感染人數大幅增
長。海南省成為當日唯一一個本土零新增的省份。

廣東省9日新增本土確診200宗（另有300
宗無症狀者轉確診病例）、無症狀感染者2,507
宗。其中廣州市確診125宗、無症狀者2,430
宗，日增本土感染者連續3天超2,000宗。近5天
來，廣州市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逾萬宗。

廣州市疾控中心介紹稱，除海珠區外，廣州

荔灣區、番禺區陸續在社會面發現新增感染者。
其中，荔灣疫情正處於快速發展期，社區傳播風
險極高；番禺疫情的傳播鏈條有所延長，波及範
圍增大，兩區實時傳播指數分別上升至2.6、
2.5。為遏制疫情繼續傳播、擴散，荔灣區和番
禺區已先後發布強化社會面防控措施的通告，嚴
格控制人員流動。

河南省9日新增本土確診178宗、無症狀感染
者1,065宗，主要來自鄭州市。據通報，鄭州市當
日新增本土確診177宗、無症狀者1,052宗，日增
本土感染人數連續兩天超千宗。上述感染者中，84
宗在社區篩查中發現、17宗在主動就診人員篩查中

發現，非管控區域的感染人數仍在上升。11月1日
以來，鄭州市已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逾4,000宗。

北京市9日新增本土感染者95宗，日增本土
感染人數繼續攀升。上述感染者中的7宗在社會
面篩出。至10日15時，北京再增本土感染者59
宗，仍有1宗在社會面篩出。

北京市疾控中心10日介紹稱，當前該市新
增病例處於發展階段，隱匿傳播風險依然存在，
奧密克戎變異株BF.7分支已成為該市疫情主要毒
株，且涉及快遞物流、建築工地、學校、餐館、
賓館等人員密集行業和場所，引發多起聚集性疫
情，防控形勢嚴峻複雜。

中國新增本土感染8824宗 連續5天上升

◆11月9日，廣州市荔灣區西華路一店舖提示不能堂
食，但可外賣。11月9日9時至11月13日24時，廣州
市荔灣區全域實行強化社會面疫情防控措施。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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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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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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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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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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防疫不能放鬆 糾正“層層加碼”
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研究部署優化防控工作二十條措施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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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月10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重視美方提
出兩國元首在印尼峇里島舉行會晤的建
議，目前雙方正就此保持溝通。

當天有記者就美方涉華言論提問。
趙立堅應詢表示，中美兩國元首通過多
種方式保持經常性聯繫。中方重視美方
提出兩國元首在峇里島舉行會晤的建
議，目前雙方正就此保持溝通。

他說，中方對美政策立場是一貫和
明確的。我們致力於同美方實現相互尊
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同時堅定捍
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美方應同中方相向而行妥管分歧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

心，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
中的基礎，三個聯合公報是中美關係最
重要的‘護欄’。”趙立堅指出，美方
應該做的是停止虛化、掏空、歪曲一個
中國原則，恪守尊重他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回到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
上來。

趙立堅強調，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
是互利共贏，美方應停止將經貿問題政
治化、工具化、意識形態化，以實際行
動維護市場經濟規則和國際貿易體系。
國與國之間發展關係不是非此即彼。中
方一貫主張發展不針對第三方的包容性
夥伴關係，反對逼迫別國選邊站隊。

他指出，中方始終按照習近平主席
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三原則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主張推動
構建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美方應
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進
互利合作，避免誤解誤判，推動中美關
係重返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學者：中美關係大方向不容樂觀
近期，中美官式互動有回暖跡象。上

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兼外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
話，就當前及今後一段中美關係交換了意
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金燦榮教授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
美之間的互動表明兩國間存在大量共同
利益，且雙方均不希望走向直接衝突。
但他提醒，中美關係整體框架仍不容樂
觀，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很
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1月10日

召開會議，聽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

報，研究部署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條

措施。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會議指出，要在落實各項防疫

舉措的同時加強分析研判，必要的防疫舉措

不能放鬆，既要反對不負責任的態度，又要

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糾正“層

層加碼”、“一刀切”等做法。

會議指出，當前，新冠病毒仍在持續變
異，全球疫情仍處於流行態勢，國內

新發疫情不斷出現。我國是人口大國，脆弱
人群數量多，地區發展不平衡，醫療資源總
量不足，一些地區的疫情還有一定規模。受
病毒變異和冬春季氣候因素影響，疫情傳播
範圍和規模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防控形勢仍
然嚴峻，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科學精準做好
疫情防控各項工作。

會議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落
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定不移堅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堅定不移落實“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總策略，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
零”總方針，按照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
住、發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
會發展的影響。

以快制快 避免戰線擴大
會議指出，要適應病毒快速傳播特點，

切實落實“四早”要求，以快制快，避免戰
線擴大、時間延長。要集中力量打好重點地
區疫情殲滅戰，採取更為堅決、果斷措施攻
堅，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延，盡快恢復正常
生產生活秩序，決不能等待觀望、各行其
是。要堅持科學精準防控，提高防疫工作的

有效性，準確分析疫情風險，進一步優化調
整防控措施，在隔離轉運、核酸檢測、人員
流動、醫療服務、疫苗接種、服務保障企業
和校園等疫情防控、滯留人員疏解等方面採
取更為精準的舉措。要大力推進疫苗、藥物
研發，提高疫苗、藥物有效性和針對性。要
在落實各項防疫舉措的同時加強分析研判，
必要的防疫舉措不能放鬆，既要反對不負責
任的態度，又要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
主義，糾正“層層加碼”、“一刀切”等做
法。要全力做好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服務保
障，切實滿足疫情處置期間群眾基本生活需
求，保障看病就醫等基本民生服務，加大對
老弱病殘等特殊群體的關心幫助力度，解決
好人民群眾實際困難，盡力維護正常生產工
作秩序。要做好重點人群疫苗接種等工作，
築牢疫情防控屏障。

打贏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
會議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

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充分認識
抗疫鬥爭的複雜性、艱巨性、反覆性，強化
責任擔當，增強鬥爭本領，守土有責、守土
盡責，深入基層、深入一線，抓實抓細疫情
防控各項工作，做好思想引導和心理疏導，
堅決打贏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官方數據顯示，
內地9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感染者8,824宗，連續5
天上升，創自4月30日以來的新高。除廣東、河
南、內蒙古、新疆、黑龍江等省份日增感染人數保
持高位外，重慶、甘肅等省份新增感染人數大幅增
長。海南省成為當日唯一一個本土零新增的省份。

廣東省9日新增本土確診200宗（另有300
宗無症狀者轉確診病例）、無症狀感染者2,507
宗。其中廣州市確診125宗、無症狀者2,430
宗，日增本土感染者連續3天超2,000宗。近5天
來，廣州市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逾萬宗。

廣州市疾控中心介紹稱，除海珠區外，廣州

荔灣區、番禺區陸續在社會面發現新增感染者。
其中，荔灣疫情正處於快速發展期，社區傳播風
險極高；番禺疫情的傳播鏈條有所延長，波及範
圍增大，兩區實時傳播指數分別上升至2.6、
2.5。為遏制疫情繼續傳播、擴散，荔灣區和番
禺區已先後發布強化社會面防控措施的通告，嚴
格控制人員流動。

河南省9日新增本土確診178宗、無症狀感染
者1,065宗，主要來自鄭州市。據通報，鄭州市當
日新增本土確診177宗、無症狀者1,052宗，日增
本土感染人數連續兩天超千宗。上述感染者中，84
宗在社區篩查中發現、17宗在主動就診人員篩查中

發現，非管控區域的感染人數仍在上升。11月1日
以來，鄭州市已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逾4,000宗。

北京市9日新增本土感染者95宗，日增本土
感染人數繼續攀升。上述感染者中的7宗在社會
面篩出。至10日15時，北京再增本土感染者59
宗，仍有1宗在社會面篩出。

北京市疾控中心10日介紹稱，當前該市新
增病例處於發展階段，隱匿傳播風險依然存在，
奧密克戎變異株BF.7分支已成為該市疫情主要毒
株，且涉及快遞物流、建築工地、學校、餐館、
賓館等人員密集行業和場所，引發多起聚集性疫
情，防控形勢嚴峻複雜。

中國新增本土感染8824宗 連續5天上升

◆11月9日，廣州市荔灣區西華路一店舖提示不能堂
食，但可外賣。11月9日9時至11月13日24時，廣州
市荔灣區全域實行強化社會面疫情防控措施。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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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台灣近年來外送服務興盛
，不只帶來便利生活，更幫助不少弱勢族
群。日前一名外送員接到大型產品的外送
訂單，讓他一度猶豫是否要轉單，最後他
決定接下訂單，但沒料到等著他的竟是行
動不便的客人，對方一連串超窩心的行為
，讓這名外送員直呼： 「能幫上有需求的
人，真是太好了！」

「其實有點猶豫是否要放棄」。一名
外送員在臉書社團《外送員的奇聞怪事》
發文表示，某日晚餐期間接到超市的外送
訂單，客人訂了兩大袋衛生紙，皆無法放
到大保溫箱內，他擔心掛在機車上，會影
響大眾對外送員的觀感，正當他還在猶豫
時，赫然發現客人有加買購物袋來裝其他
商品，明顯是想體貼外送員，因此他也決
定取件外送。

當這名外送員抵達客戶公寓一樓門口
時，就聽到大門開起的聲音，走到指定樓

層時客人也剛好打開家門，讓他大讚，
「整個過程很貼心，不讓外送人員浪費時

間」。出乎意料的是，門後的客人行動不
便，舉步維艱地朝他邁進，當他把商品交
給客人後，對方還抓著一把零錢當小費，
希望能體恤外送員的辛勞。

隨後，客人緩慢移動，要把商品拿回
屋內，外送員趕緊表示要幫忙關門，當門
關起的那一剎那，突然聽到對方說： 「有
你們真好！一切平安！」一股暖流瞬間湧
上這名外送員的心頭，讓他直說： 「真心
覺得能幫上有需求的人，真是太好了！」

貼文曝光後，許多網友紛紛感動留言
， 「貼心服務，值得被善待」、 「好暖！
需要你這樣的外送員再多一點」、 「這就
是最需要外送的族群，感恩有外送師」、
「我想客人一定是將心比心的人，能遇到

預先等候的客人，真的會感恩」。

（中央社）台中市政府勞工局攜手靜宜等12所大學與業界
，以動態影音、靜態發表及就業博覽會呈現 「創新人才培育暨職

能提升輔導計畫」執行成果豐碩。靜宜職產長魏
清圳指出，透過64場青年前進重點產業工作坊，
協助中市各大專校院大三、大四及畢業近2年的
2200位青年學子具備產業所需的核心能力；期勉
青年學子在學習及訓練過程中，增進跨領域整合
能力，提升與產業銜接的職能，因應未來多變職
場趨勢。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羅群穆出席成果展中
指出，市府推出 「青秀樂台中」青年就業政策與
方案，並成立就業與創業輔導等專責單位及一站
式服務；同時結合靜宜等12所大學與業者的資源
開設培訓課程與訓練。促使青年學子在產官學合
作中，提早熟悉產業發展趨勢，在台中能勇敢築
夢、圓夢！

靜宜副校長王孝熙指出，該校參與及執行勞工
局創新人才培育計畫，不僅為業界培育專業人才
，也加深大學教師對產業趨勢及關鍵人力需求的
瞭解，並協助青年學子瞭解創新產業趨勢，加強
自我能力，在職場發揮所長。

魏清圳說，計畫除辦理64場青年前進智慧服
務、大數據分析、跨領域人才、資訊安全等重點產業工作坊，並
延攬六位具豐富實務經驗的跨領域專家學者組成智庫團。透過專

家訪談、創新人才培育座談會、人才發展品質教育訓練及產學合
作，提供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等寶貴經驗；協助新住民及新二代
就業與創業相關課程及訓練，也是會場另一亮點。

靜宜大學EMBA校友、慧國工業安環總務部經理劉利義說，
「創新人才培育計畫」不僅能產學媒合、彼此瞭解，也是年輕學

子通往企業的重要橋梁。慧國去年靜宜實習生百分百留任成為企
業的生力軍。

台灣邊行運通有限公司總經理吳翰蓁表示，配合台灣2025
淨零減碳的能源轉型政策，經濟部能源局與交通部選定台中港為
離岸風電在地化生產的母港，陸續吸引世界一流開發商及風機製
造商落腳台中港，也帶來大量綠色就業機會與徵才需求。

吳翰蓁指出， 「前進重點產業工作坊」與講座分享，讓有興
趣的青年學子能深入瞭解產業趨勢、職能需求及職涯發展；也是
直接且具正面效益的溝通媒合平台，協助業者甄選優質人才。鼓
勵有志投入離岸風電與綠能產業的青年學子，需具備良好的英語
聽說讀寫及與跨國團隊溝通合作共事的能力；專業簡報製作及流
暢簡報技巧則能加分。若有意晉升管理階層者，應擁有專案管理
規劃、掌控預算及風險評估管理等多元面向能力。

畢業規劃投入綠能科技產業的李同學說，她積極參與工作坊
，期望透過資深主管經驗分享及企業參訪，瞭解永續發展與綠色
金融議題與政策，不僅能貼近太陽光電、離岸風電等產業現況；
也提早做好職涯規劃、順利銜接職場！

中市攜手靜宜等大學 創新人才培育成果豐碩

（中央社）高端疫苗通過審查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表示，專家會
議14人都同意，看來護國神山又可
以起來了。引起網友熱烈討論，不
少人質疑遲遲沒看到疫苗保護力的
報告，疫苗有效與否是通過臨床試
驗決定，還是專家投票決定？另也
有網友認為，若真的已經有科學數
據了，應盡快公布獲得國際認證。

蘇一峰昨在臉書發文說，疫苗
專家會議14人全體同意 「高端疫苗
有良好保護力，通過EUA審查！」

看來審查穩了，護國神山又可以起
來了。

貼文引起網友熱烈討論，不少
民眾眼見高端疫苗通過審查，卻遲
遲找不到疫苗保護力報告的科學數
據，因此忍不住開始質疑。 「藥物
有效與否是通過臨床試驗來決定還
是專家投票決定的？」、 「關起門
來自high」、 「所以保護力是多少
？拿出數據，用推估的就免了」、
「原來投票可以取代科學，外國怎

麼跟的上台灣」。

另有網友則認為，專家們應是
看高端保護力報告來決定是否通過
審查，也許真有報告但還沒公布，
不 過 ， 高 端 沒 獲 得 世 衛 組 織
（WHO）認證就是硬傷，若有報
告應盡速公布，使其能通過國際認
證，否則當初相信去打的人實在尷
尬。 「沒國際認證」、 「自己承認
自己沒有用，說服WHO才有用」
、 「有保護力啊！可是別人不信怎
麼辦？」

醫PO文高端穩了 網怒：
關起門來自high

外送員遇大型訂單一度猶豫
結局暖爆他：還好有來

（中央社）受疫情影響，睽違已久的金門馬拉
松實體路跑將於2023年2月11日至12日再度登場，
金門縣政府秘書長陳祥麟帶領承辦團隊於今(10)日下
午假IEAT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臺北場記者會宣布這項
喜訊，而且2023的 「金門馬」將帶著參賽者首度跑
上金門大橋，體驗用雙腳在海上跑步的感覺。

邁入第16屆的金門馬拉松訂於2023年2月11日
至12日登場，賽事共分為兩天舉辦，首先2月11日
由健康休閒5公里組於金馬服務中心前(舊福建省政
府)率先開跑，將於11 月14 日下午18：00 開放報名
，限8000人。全程、半程馬拉松與10公里組則將於
12日在同區開跑，將邀請6000位競賽組(全馬1500位
／半馬2000位／10K 2500位)選手將跑上無限海景的
金門大橋，比照往例已於11月4日開放金門籍選手
先行報名，因只剩4500位的機會，大會預料將會回
到2019年疫情前秒殺報名狀況，因此請跑者把握機
會，準時於11月11日下午18：00起上活動官網報名
(www.sportsnet.org.tw)。

金門縣政府秘書長陳祥麟表示，金門大橋現在
已經開通了，大橋全長5.4公里，除了海上風光明媚
外，也為大小金門的便利性帶來歷史性的一刻，希
望國內外跑者都可以來到金門體驗用雙腳在海上跑
步的感覺，同時飽覽金門大橋上獨一無二的海上美
景。

而為因應防疫，2月11日舉辦的健康休閒5公里
組，採用實名制線上報名，免費報名但收取宅配服
務費，讓選手先收到號碼牌與紀念T恤與報名禮，
避免過往於寒冬清晨排隊及群聚過久之問題，於上
午8時30分分流開跑。休閒組賽後可領取玻璃瓶裝
300ML紀念酒及享用風味餐，並可於縣立運動場內
觀看來自日本知名女歌手SUI現場獻唱，與新住民精
彩民族舞蹈的表演。

隔天2月12日是全程、半程馬拉松與10公里競
賽組賽事，為防疫考量選手出發前仍須佩帶口罩，
上午7時出發後可摘下口罩，於終點再發放印有金門
馬拉松的紀念口罩及完賽獎牌、大浴巾、風味餐及
特別設計的金門大橋瓷瓶馬拉松紀念酒等紀念品給
競賽組選手及參加嘉年華會與摸彩。

2023金門馬拉松競賽組路線，因跑金門大橋將
更新並邀國際馬拉松總會派員來金門丈量認證，路
線設計也大幅減少以往有跑部分太武山坡度路段，
提高舒適度並可創新成績，當上橋時可讓跑者用雙
腳飽覽大、小金門及廈門風光美景。

交通運輸上為協助解決過去一票難求狀況，選
手交通訂票問題也請立榮航空加開班機，請跑者於
2022年11月11日中午12：00注意金門馬拉松粉絲專
頁的加班機資訊。

2023金門馬拉松來了 帶您跑上金門大橋
民眾投書愛用熟語 三腳督成熱門詞

（中央社）台灣師範大學文化教
育策略研究團隊在進行 「台灣民眾對
國語文課程看法」問卷調查之前，觀
察6家 「日報型平面媒體」，發現民眾
在投書文章當中，撰寫的成語或熟語
數量遠高於記者。至於常見的語彙，
則包含 「一手遮天」、 「尸位素餐」
、 「變本加厲」等，甚至本土語彙如
「三腳督」也是熱門用詞。

研究團隊表示，對於媒體觀察方
面，自8月18日至8月31日計14天展
開讀報工作。研究對象為4家平面媒體
，包含《國語日報》、《自由時報》
、《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
《三立新聞網》、《風傳媒》兩家電
子報。觀察內容以新聞報導標題及內
容為主，不包括文學性副刊、廣告文
案。

研究團隊指出，這6家媒體內容中
，扣除文學性副刊，總共出現2437個

成語或熟語。平均每家媒體每日新聞
報導出現18個。

調查更顯示，國人常用成語例如
：一手遮天、尸位素餐、共體時艱、
卑躬屈膝、食髓知味、匪夷所思、粉
飾太平、荒腔走板、隻手遮天、雪上
加霜、層出不窮、鋌而走險、避重就
輕、繩之以法、難辭其咎、變本加厲
等，出現頻率較高。其中也出現部分
本土語彙融入的情況，例如：三腳督
、好心被雷親、輸人不輸陣等。

研究團隊指出，調查當中出現一
個有趣的現象，即從版面篇幅比例來
看，民眾投書所使用的成語或熟語的
數量，遠高於記者所使用。另外，雖
然各家媒體的標題或內容仍不乏錯誤
，平均每家每日出現2個，但在目前媒
體內部缺少校對檢核流程的情況下，
還有改善空間，屬合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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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參與社會公益不落人後，北市11
日舉辦 「台北市傑出市民表揚活動」，今年共有
5人獲獎，分別為陳明終、尤英夫、洪傳宗、何
素青及廖文華，各自在不同領域上發光發熱，廖
文華表示，很開心看著青少年從受助者變成助人
者，用自身力量回饋社區。

北市傑出市民表揚活動，今年邁入第31年，
2003年以前為稱為榮譽市民，今年獲選的5位榮
譽市民，並由北市副祕書長李得全頒發台北市傑
出市民證書及獎章，分別為心理輔導奉獻者陳明
終、新住民守護者尤英夫、語文公益傳愛者洪傳
宗、企業公益媒合者何素青及青少年守望者廖文
華。

洪傳宗分享，有次到偏鄉參加課後輔導，小
朋友問有沒有吐司留下，想帶回去給弟妹當晚餐
，讓他印象深刻，開啟擔任志工這條路，只要有
請託，就會開車往返花東送物資。

尤英夫指出，很多新住民度海過來，經濟處

於弱勢，陪社工家庭訪問了解不少狀況，很多婦
女負擔家計又要顧小孩，工作又低薪，雖然現在
岐視減少，但苦於教育、人際資源少，需要更多
經濟上的支持，現在也有募集資源認養弱勢新住
民家庭。

廖文華表示，本身學法律，從來沒想過會走
上這條路，當時做法律服務看到很多誤觸法網的
年輕人，但法律恐難幫上忙，才想更早接觸這群
來自比較貧窮、破碎，父母也忙於工作而無法照
料到的家庭，提供他們適合生長的環境，有地方
吃晚餐、溫習功課、學才藝。

廖文華也說，在西門町創立夢想之家，陪伴
弱勢青少年，創立時短短 3 個月就接觸到 200 個
學生，目前則在西門町、士林、宜蘭都有設立據
點，很開心孩子人生被改變，有些當上醫生、老
師、警察或社工等，讓受助者變成助人者，可以
用自身力量回饋社區。

守護新住民、弱勢青少年
北市表揚5位傑出市民

（中央社）為促進疫後新
南向市場來台旅客成長，交通
部觀光局今日起重新啟動 「觀
宏專案」，向印度、印尼、越
南、緬甸、柬埔寨及寮國優質
觀光團招手。觀光局表示，希
望透過觀宏專案拉攏更多東南
亞旅客來台，達到今年底外籍
旅客來台70萬人次的目標。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觀
光局 2 年前暫緩受理觀宏專
案申請作業，現獲行政院同
意續辦1年至2023年12月31
日止。觀光局指出，申請條
件比照疫情前，不需提供財
力證明等。
觀宏專案為東南亞旅行團

來臺簽證便利措施，經由組
團旅行社與台灣接待旅行社

的擔保，以團進團出方式，提
升東南亞旅客來台意願。專案
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新
南向18國來台旅客人數從2015
年 142 萬人次，成長至 2019 年
約277.2萬人次。

近年全球觀光產業受疫情
影響甚鉅，觀光局為重啟觀宏
專案即在國境開放前進行前置

準備作業，如越南駐外辦事處
自今年7月即針對指定旅行社營
運狀況進行檢核，並提出相關
刪修建議，9月全面檢視適用本
專案東南亞目標國家的建議名
單，加強篩濾潛在風險，汰除
歇業或失聯業者，以利提供優
質組團社及地接社名單辦理觀
光團來台旅遊規畫。

觀光局說明，本次重新於
行政資訊網上公告各市場觀宏
專案指定旅行社，並同步舉辦
線上線下併行業者說明會，向
台灣接待旅行社說明申請流程
與相關規範，期能加速團客市
場復甦，並再次呼籲國內旅行
業者協力並落實通報規定，以
及遵守相關防疫規定及團體旅
遊跨境旅遊注意事項。

觀光局重啟觀宏專案
拉攏東南亞旅客

環境職業醫學會成立30周年 研討會今登場
（中央社）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今

（11）舉行成立30週年研討會，以 「永續營
運」、 「職場安全」、 「職場服務」三大主
題，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發表演說，並展示職
病中心及臺灣工殤碑簡介。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理事長、臺北
榮總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教授楊振昌表示
，有鑑於臨床毒藥物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臺
北榮總借重鄧昭芳醫師留學美國之經驗，設
立國內首個、也是唯一的準國家級毒藥物防
治諮詢中心，培養專科醫檢人才，設立毒藥
物實驗室，提升檢驗功能，建立我國毒藥物
防治體制。

1985年1月臺北榮總正式成立 「臨床毒
物科」，隸屬內科部，1990年11月開辦 「職
業醫學特別門診」，1992年獲行政院衛生署
撥款補助成立 「職業病防治中心」，同年3

月28日鄧醫師聯合國內各大醫學中心的職業
醫學專家學者成立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
會 」 （Taiwan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
tional Medicine Association，TEOMA）。隨
著職業傷病漸受重視與實際需要，2013年11
月科名更改為 「臨床毒物與與職業醫學科」
，今年更提升為 「職業醫學及臨床毒物部」
，未來將投入更多預算，持續培養相關專才
。

楊振昌指出，環境職業醫學會的目標除
結合各項資源，服務勞工與預防職業傷病外
，也培訓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執行職業病診
斷與鑑定，以及職業安全衛生評估與流行病
學調查等工作。在前人篳路藍縷辛勤耕耘下
，職業醫學將持續發展，而勞工安全衛生也
將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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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妻來美妻來美(K Visa)(K Visa)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K簽證概述
K 簽證是專為美國公民的

未婚夫/妻前往美國結婚而設立
的簽證類別。申請人必須在抵
達美國九十天之內完成結婚手
續，然後由其美國公民的配偶
為其申請綠卡。
K簽證的要求
1．申請人必須是美國公民。美
國綠卡持有人無法申請K簽證
。
2．申請人必須提出材料證明雙
方在過去兩年中曾經見過面。
法律也規定，在特殊情況下，
如果因極度困難而無法見面的
話，申請人可以提出相關證據
免除此項要求。一個案例表明
，美國公民未婚夫因長期患病
在床，無法與他以通信方式結
識的未婚妻見面。在提出醫生
和醫院提供的輔助材料以後，
移民法院推翻了移民局的決定
，准許其未婚妻來美結婚。
K簽證的基本文件

在申請 K 簽證時，應提供
以下材料：
1、美國公民身份的證明材料。
如出生證、公民證、美國護照
等；
2、兩人的未婚身份證明材料。
包括離婚證明材料或以前配偶
的死亡證明；
3、兩人提出申請之前的兩年之
內見過面的證明材料；如飛機
票，出入境章的複印件，合影
照片等。
4、其它輔助證明材料以證明其
關係的真實性，如兩人的合影
照片、來往書信、電子郵件、
網絡聊天記錄、電話賬單、飛
機票等，以證明兩人的關係及
準備結婚的意圖。
應注意的問題：
1、K簽證持有人必須在抵美九
十天之內完成結婚登記。否則
，會喪失合法居留身份。如果
因故未能在九十天之內結婚，

應提供詳細、合理的說明。
2、持K簽證者在進入美國之後
，不得轉換為其它非移民身份
，如學生（F－1）或專業人員
工作身份（H－1B）等，也不
得以其它類別的親屬移民轉換
成綠卡身份。
3、在提出綠卡申請時，必須由
為其申請K簽證的美國公民配
偶出面申請。如果K簽證持有
者以美國公民未婚妻的身份來
到美國後，因種種原因沒有和
為其提出K簽證申請的美國公
民結婚，而是嫁給了另一個美
國公民，其美國丈夫無法為她
提出在美國境內調整為綠卡身
份的申請。她必須前往美國海
外領事館申請移民。
K簽證的申請過程

K 簽證的申請須經三個步
驟，首先，美國公民需向其居
住地所在的移民局審理中心提
出申請。在申請獲得批准之後
，移民局會將案卷轉至美國國
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簽
證中心審核之後，再將該案卷
轉至K簽證申請人所在國家處
理移民簽證的美國駐外領事館
（中國的K簽證統一由美國駐
廣州領事館處理）。美國領事
館將通知申請人前往面談。

在前往面談時，應準備如
下文件：

1、有效護照；
2、出生公證；
3、無犯罪記錄公證；
4、體檢材料；
5、偕行子女的上述材料；

6、經濟擔保材料；
7、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證明其與
美國公民的關係屬實。

K 簽證持有人可在美合法
工作，其未滿二十一歲的未婚
子女也可一起申請K簽證前來
美國。請注意，如果K簽證的
持有人與美國公民結婚時，其
子女已超過十八歲，則不能跟

隨父母在美國申請親屬移民。
因為從婚姻法來看，超過十八
歲的子女已經成年，不能由其
繼父/母為其申請移民。只有等
到K簽證的持有人本人拿到綠
卡以後，才能為其子女申請移
民。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 2022 年 9 月 28
日發布新政，由於審理綠卡延
期的時間往往超過現在綠卡延
期收據上自動延期的12個月，
從 2022 年 9 月 26 日起，美國
移民局 (USCIS) 將自動將永久
居民卡（也稱為綠卡）的有效
期延長至 24 個月。所有正確
遞交的延期綠卡申請都會收到
移民局自動延期24個月的收據
通知。
2. 美國移民局 2022年5月初
宣布，將延長工作許可自動延
期的時間至最多 540 天，取代
現有的 180 天，以緩解當前勞
動力短缺和移民局案件積壓的
問題。
3. 美國移民局 2022 年 8 月 23
日宣布今年財政年度H1b工作
簽證名額已滿。今年抽取的名
額已經達到國會規定的 H-1B
簽證常規的 65,000 個名額上限
和 20,000 個美國高學位豁免
（又被稱為碩士上限）名額上
限。 2022 年 4 月 14 日，美國
移民局宣布，超過 48,000 名雇
主提交了 483,927 份 H-1B 註
冊，其中 127,600 人在首輪抽
籤中籤。大約 31% 符合條件的
註冊申請是擁有美國碩士或碩
士以上高級學位人士。美國移
民局今年於 3 月 1 日到 18 日東
部時間中午 12 點註冊今年的
H1b工作簽證抽籤程序。
4. 截止到2022年1月25日，
移民法庭有超過一百五十萬的
案件等待審理，是美國歷史上
移民積壓案件最嚴重的時期。
5. 移民局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暫停移民體檢醫生的
簽名日期必須在材料遞交
前60天之內的要求。
6. 移民局於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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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綠卡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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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美國移民局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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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類別
的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
打指模費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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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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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為修建邊境牆提供
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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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率在
拜登入主白宮後有顯著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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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24 之間
所發出的所有補件(RFE),拒絕
意向書(NOID)和N14,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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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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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諮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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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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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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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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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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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劉潔芳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下午4:50pm Peter載我一個小時開車去 
Anna教書的學校附近看她，我們三人一起

在家吃晚餐，買韓國式炒粉，蔬菜煎餅，

蝦煎餅，涼扮小黃瓜，青菜，我也送Anna
一大盒韓國式炒粉。（Anna買的原本也是

我要買的，我一看桌上擺的韓式晚餐，就

說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我送她香蕉，

梨子，蘋果，紫色小地瓜。

今晚明晚和Anna住，她新家離工作教

雙語學校很近，開車15分鐘，原來舊家每

早7時出門45分鐘到校，8時上課，下午3
時下課給學生補課，要6時才能回家去，

到家又是7時了，晚餐後，再備課，

Anna喜愛教書，中英文雙語教學中

外學生都有，約有48位，晚上9時準時睡

覺。

11/10（星期四）參觀普林斯頓大學

Anna說是她們教師開會，她不用去開

會，休假在家三天，仍要備課。今晚Anna
有邀約（潘牧師的二弟的女兒）堂妹薇

薇，堂妹夫瀚賢暨兩個男孩，Peter，浩恩

一起歡聚。

感謝天父賜下美好天氣，下午Anna開
車載我去參觀她教書的小學暨教室，我也

請她載我去附近參觀匆匆一瞥Princeton，
古老校舍與27街的街景，看到古老教堂有

長老教會，天主教教堂，路德會教堂，衛

理會教堂。

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校園，見有許多中

外學生，我走進校園向兩位美國學生寒

暄，介紹自己暨問他們可否幫忙我拍照留

念？他們很樂意，也問我從哪裡來？其中

一位告訴我他母親是雲南昆明人嫁給美國

人，他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名字是明

浩傑。

明同學介紹他身旁的同學說他的母親

是台灣人嫁給美國人的，這位同學告訴我

他的名字是陳信揚，他們倆位外貌是純老

美，一點沒有混血兒相貌，但佩服他們都

會說流利的華語啊！

母親教導有方，我們彼此拍照留念，

離去前又見一位美國學生走過我們身邊，

明同學說這位同學也是會說中文，母親也

是華人嫁給美國人，他說自己是姓高，

我介紹自己是JoyPan自休士頓來訪新澤西

州，高同學說自己是從休士頓西大學來新

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我說願 神賜福

給你們三位同學。

11/11（週五）下午Anna陪我搭火車去

紐約與賈斯丁會面，送我去法拉盛角聲安

排同工住的John Hotel報到。

11-16/22我出席角聲40週年慶（地點

在角聲使命中心）暨同工操練營會（地點

是離法拉盛有1個半小時車程遠處的角聲

生命莊園Eddy Farm）

我在角聲40週年慶上將獲頒贈25年長

期服務獎（我作號角月報近27年），過

去兩年因疫情沒有舉辦角聲年慶，1995-
2022。

11/5天氣晴

週六中午11：
30am我應號角之友

陶太太陶先生邀我

去糖城“翠苑”餐

廳見面吃飲茶，他們夫婦80-87歲了，回台

灣半年後又回休士頓了。

陶弟兄做石油工作的，受老闆重用，

他至80歲才退休。四年前中風，陶太太愛

心耐心照顧陪伴，上帝恩典憐憫醫治陶弟

兄，漸漸康復了，為他們愛神，愛人，愛

教會感恩啊！

下午2:30pm我和陶太太陶先生聯袂探

訪我們都認識的菲律賓華人吳綏治傳道，

我和吳家三姊妹（綏治，勉治，寬治）

在紐約水牛城華人教會認識，日後他們遷

來休士頓，我們也遷來休士頓，他們去華

人聖經教會做禮拜，和陶太太常一起參與

教會關懷探訪，我們夫婦後來在西南國語

教會牧會，也抽空去看望吳綏治姐妹（排

行老二），勉治姐妹（排行老四）的大姐

英治，勤治姐妹（老三）寬治姐妹（老

五），她們五姊妹同住在一起，彼此照

顧，相親相愛，終身未嫁。

猶記得去探訪昔日紐約水牛城朋友吳

綏治女傳道，未料開門的護工說：綏治二

姐她兩年前100歲蒙主恩召回天家了。

現在是唯一小妹（94歲）尚活著，有

護工照顧她。但寬治姐妹也有失憶症，不

記得我是誰了，她一直重覆問我「你是誰

啊？姓什麼？我二姐去我小弟家住」，護

工說寬治妹妹記憶力衰退很多。我們短暫

交談探訪關心後，我禱告祝福寬治姐妹與

陶弟兄陶太太，護工，才不捨離去。

回家途中，筆者腦海中憶起1985年在

紐約水牛城與吳家姐妹交往的往事如煙，

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11/9 走訪新澤西州

筆者搭機來看望住在新澤西州的Anna, 
Peter, 浩恩，中午12:26 Peter來接機，回他

們家看到浩恩，他目前上碩士課程，明年

畢業，學體育，教初中生體育。浩恩現在

說中文很溜了，也陽光很多，不像昔日羞

澀青少年。11/5他剛過生日，我寄禮物給

他們每個人。

忘了我是誰

1925 年我在廣東興寧出生，父親是知

識份子，生活艱苦仍送我到私塾唸書。可惜

當時政局動盪，父親英年病逝，我讀了四年

私塾便要輟學。我很喜歡看書，一生閱讀，

從沒間斷。

在一次偶然機會，丈夫和我相遇，對

我一見鍾情，要求立刻娶我過門。當時他

24 歲，我不足 15 歲。為了改善家人生活，

我無奈答應。婚後家姑（婆婆）要我操持家

務，養豬，挑水，劈柴……整天勞動，忙個

不休。我 18 歲生下長子浪平，三年後生女

兒桂蓮。戰後丈夫去香港謀生，不許我跟

隨，說那是「留食不留宿」的地方，我去只

會拖累他。可是夫家常有紛爭，終無寧日，

湊巧碰上要去香港的姑母，便請她帶我和

六歲的長子同行，留下三歲的女兒給母親照

顧。

丈夫見我來很不高興，說沒有能力照

顧我們，因他月入只有 20 港元。我說，我

自己找工作。當時百業蕭條，人浮於事，好

不容易才找到一份能在家裡做的編織工作，

便日以繼夜地做，居然每月賺到 40 多元，

比丈夫賺的還多。

邪靈攪擾棄無神論

1948 年我懷第三胎，丈夫說香港租金

貴，安排我到深圳南頭待產，以便鄉里照

應。女兒興蓮出生後不久，有一晚我被邪靈

攪擾，睡在床上動彈不得，像被人壓著似

的，但看不見人。好一會兒才鬆下來，周身

疼痛，無法起床。於是請了一客家婦人來照

苦 ◆盡 ◆甘 ◆來 

顧嬰兒，豈料這婦人也

突然被鬼附，大力拍打

桌椅，並用南頭鄉音男

聲對我說：「我姓黃，

要捉妳做夫妻……。」

嚇得我魂飛魄散，大病

一場，中西醫束手無

策。為求康復，本是無

神論的我不得不聽從別

人的意見，給邪靈焚燒

冥錢和紙槍、紙馬，又

做法事等。之後還病了數月，沒有母乳餵哺

女兒，可憐的孩子晝夜啼哭，為保住女兒性

命，迫不得已把她送給有心人收養，直至

20 多年後母女才再相認。

1949 年解放前，我帶著浪平離開南頭

到香港找丈夫。三人租住一個床位，丈夫收

入不夠交租，我又得四處找工作，日捱夜捱

僅夠糊口。女房東熱衷拜偶像，常帶我到各

廟宇上香，祈求神明添福賜財，可惜拜來拜

去家裡的經濟仍朝不保夕。後來我更聽女廟

祝的話，歸依偶像，定期茹素，做個帶髮修

行者，以求消災解難，但數十年來生活仍不

見改善。

絕境遇轉機

我和丈夫在香港再添六名子女，可知

生活多麼拮据！更糟糕的是丈夫染上賭癮，

欠債累累，真如雪上加霜。記得我懷著老

七，大腹便便時，丈夫為了逃避債主，避

走茶果嶺，撇下我與幾個兒女。家中沒錢

沒糧，債主天天臨門，我到茶果嶺找丈夫

要錢，無功而返。在回家的船上，我望著

大海，深感窮途末路，萬念俱灰，很想一死

了之。正打算投海時，想到家中尚有三個 5
歲、3 歲和 1 歲的稚齡兒女正等待著媽媽回

家。我要是死了，他們怎辦？遂不敢輕生。

為了兒女，怎麼苦也要撐下去。

回家後，我四處借錢，但處處碰釘。

好不辛苦才向鄰里借到 100 元。於是我做一

些糕點小吃，在路邊擺賣，以維持生計，總

算渡過難關。

老七燊平出生後，丈夫在麻雀館的字

花（賭博一種）檔收數，工資每天 10 元。

那是 1958 年，自此我們生活稍為好轉。由

於中國人好賭，字花生意很好，於是丈夫

另起爐灶，經營外圍狗馬生意。他開了一間

小店，前舖是賣雜糧，後邊才是真正賺錢的

賭博生意。只是賭博始終是偏門，丈夫雖然

掙了很多錢，卻也在賭桌上輸掉。更糟糕的

是，較年長的幾個兒子都迷上賭博，四子少

平更想輟學投身賭業賺大錢，經我力勸才放

棄此念。這時政府大力打擊非法賭博，我們

便結束賭業，專心做雜貨店生意，售賣糖果

和雜糧。

初嚐主恩滋味

1971 年我因急性腹膜炎入院，昏迷數

天，碰上丈夫去了台灣，只有女兒桂蓮一

人陪著我。醫生說我情況危殆，要女兒趕快

通知父親回來見我最後一面。桂蓮聽後非常

害怕，泣不成聲。同房有一病人是基督徒，

安慰她不要怕，而且為我按手祈禱，囑咐桂

蓮：「待妳母親康復後，記住參加教會聚會，

受洗歸主呀！」上帝垂聽禱告，手術成功，

我康復回家。桂蓮信守承諾，參加教會聚

會，並接受洗禮。從此救恩進入了我們家。

漸漸地，兒女們一個接一個信主耶穌，

他們都孝敬父母，用功讀書，年幼的幾個子

女均考上英國的大學，畢業後有穩定工作，

後來更移民海外。四子少平信耶穌後蒙召，

1985 年神學畢業，現在是牧師。

更深認識主

兒女們不斷向我傳福音，但我拜偶像

多年，怕得罪偶像，不敢信其他宗教。1985
年丈夫患鼻咽癌，奄奄一息。少平從神學院

趕到醫院探望，希望父親最後能接受救恩。

當丈夫在病榻上說：「耶穌救我！」少平感

動得淚流滿面。少平說：「爸，不用擔心，

您會出院的。」一個月後丈夫果真可以出

院，還出席了少平的神學院畢業典禮和婚

禮。這件事讓我認識到，耶穌基督真是一位

滿有慈愛和憐憫的主。

1986 年丈夫安息主懷以後，在外國居

住的兒女常邀我到他們家小住，於是經常

來往英國、加拿大和香港。因他們都是基督

徒，週日我隨他們上教堂，聽了很多道理，

對主耶穌逐漸認識。我翻閱聖經，知道基督

徒信的是創造萬物的主宰；祂是人類的救

主，偉大而且慈愛，大有能力。想想我拜了

幾十年的偶像都不過是泥雕木塑人手所造

之物，何來能力呢？我多年來為長子面臨破

裂的婚姻求神拜佛，求保姻緣，甚麼保婚姻

長久、有求必應的偶像，我通通拜過了，最

終他倆仍要離婚，令我傷心失望。反觀信了

主耶穌的兒女們個個夫妻恩愛，家庭和睦，

令我更肯定信耶穌才是真福氣。

決志信主
1999 年，喬宏安息主懷，我在佈道會

中，看見他妻子小金子聲淚俱下地述說主耶

穌的愛，令我大受感動，心裡默默決定信主

耶穌，但不敢告訴家人，因恐怕信耶穌會招

來災禍，為此內心交戰，苦惱不堪。

2000年我在香港，少平又向我傳福音，

我把掙扎告訴他。他說：「若您所信的偶像

是善良的，它不會因為您信耶穌而報復您；

若您所信的偶像是凶惡的，您不用怕，因為

耶穌比萬有都大，祂有足夠能力保護您！」

我覺得少平說的有理，這十多年來，我聽了

不少道理，也讀過聖經，耶穌的確是大有能

力的，30 多年前我病危也是祂救回一命的。

不但如此，聖經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

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三 16）偶

像哪有這樣的大愛呢？

於是，拜了差不多 50 年偶像的我，終

於在 2000 年尾接受洗禮，由做牧師的少平

親自替我施洗。國外的子孫們都回來觀禮，

連同在香港已信耶穌的共十多人組成詩班

獻唱。么女桂芬負責講見證，她分享為我的

得救禱告了 28 年，以為上帝不垂聽，現在

終能見證我受洗，大家都感動得熱淚盈眶。

2008 年我隨教會一行 40 人到以色列

聖地觀光，跟隨主耶穌走過的腳蹤，在山上

默想、禱告和敬拜主；又去客西馬尼園領聖

餐記念主，旅程中還參觀了許多聖地古蹟，

令我信心更加堅固，因為祂確實來過世間成

全救恩，鐵證如山，毋庸置疑。我們一起登

上海拔約 2,400 米的西乃山摩西峰。當時 83
歲的我騎駱駝騎了個多小時後，再徒步三、

四小時登山。感謝主給我足夠氣力完成全

程。

暮年事奉報主恩

此行之後，我對自己的體力信心大增，

心想西乃山我都可以去，應該可以參加探訪

組，關懷弟兄姊妹。我在教會努力學習，最

近還參加「天國耆兵」課程。我們老人家都

是天國精兵的一份子，不應妄自菲薄說自己

沒用，其實我們有的正是年輕人沒有的，例

如人生閱歷和閒餘時間，我們應該把握機會

事奉主。

我喜歡傳福音，無論站台講見證，登

門造訪，個人分享都義不容辭。信耶穌後，

我不但沒有招禍，反蒙上帝大大賜福。今年

我 89 歲，兒孫孝順，四代同堂（九個兒女，

20 個孫和三個曾孫）。1996 年我曾被確診

患有直腸癌，很多人為我祈禱，因屬早期，

毋須化療、電療，只接受了一次手術便康

復，至今將近 20 年沒有復發，全是上帝的

恩典。我就是活生生的見證。我告訴人不要

怕棄假神，要歸信耶穌。

我很喜歡讀聖經，重視禱告，每天清

晨起床便祈禱，遇到重要的代禱需要（如有

人患病），我更會提早起床祈禱，主很看顧

我，常垂聽禱告。記得長子離婚後無家可

歸，我擔心至極，切切為他禱告，求主賜他

一個家。感謝主，他很快申請到租金廉宜的

政府公屋，後來重新組織家庭。我的家共有

40 多名成員，其中 30 多人信了耶穌。我繼

續為未信的家人懇求主，願他們早日得著救

恩與福氣。

肺腑之言

我的前半生吃盡苦頭，深明箇中痛苦

和掙扎，故常為不幸的人禱告。我盼望更多

人像我一樣接受基督的愛而蒙福。我的第五

個孩子幼平，在未信主耶穌前因買賣股票而

破產，妻子與他離婚，我切切為他禱告，後

來他悔改歸主。聖經上說：「若有人在基督

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哥林多後書五 17）幼平的生命

有了改變，雖然離婚四年，仍獲前妻接納，

因主的憐憫，破碎家庭得以重圓，現在夫妻

非常恩愛，孩子也乖巧聽話，一切恩典都來

自上帝。

主耶穌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

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

界。」（約翰福音十六 33）
親愛的讀者，人生遇到苦楚艱辛在所

難免，但願靠著主耶穌安然渡過。

（文載自［中信］）

思牡，寬治姐妹，陶先生陶太太

與姪女兒全家暨 Anna,Peter,浩恩全家歡聚

思牡與陳信揚同學，明浩傑同學合影

高同學 ,明同學，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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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人民币或美金过桥贷款-Hard Money Loan

您需要快速资金周转吗？我们可五天内放款，可抵押物业包括：住

宅、商业地产、土地，不分地域，全美都可做。如果您上面已经有贷

款，我们可做第二、第三顺位贷款，不查信用，不做估价，借贷形式可

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lender，人民币、美金均可，用房契（deed of trust）,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Escrow 公司，正规贷款文件，免费每月service寄账单，
利息9%-12%，全程服务，无后顾之忧。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外国人贷款、净值贷款（查收入、

不查收入）、企业信用额度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公寓、土

地、仓库、办公楼）、老年人反向贷款（reverse mortgage）、人
民币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人民币或美金过桥贷款-Hard Money Loan

您需要快速资金周转吗？我们可五天内放款，可抵押物业包括：住

宅、商业地产、土地，不分地域，全美都可做。如果您上面已经有贷

款，我们可做第二、第三顺位贷款，不查信用，不做估价，借贷形式可

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lender，人民币、美金均可，用房契（deed of trust）,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Escrow 公司，正规贷款文件，免费每月service寄账单，
利息9%-12%，全程服务，无后顾之忧。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外国人贷款、净值贷款（查收入、

不查收入）、企业信用额度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公寓、土

地、仓库、办公楼）、老年人反向贷款（reverse mortgage）、人
民币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秋冬寒冷、干燥，很多人会出现“烂嘴角”

的现象。

吃不下饭、说不好话、不敢大笑，每次张嘴

，都感觉嘴角要裂开，一牵扯到嘴角，那种撕扯

的疼痛感，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烂嘴角”不是上火

很多人认为“烂嘴角”这种现象是“上火”

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

“烂嘴角”在医学上称为“口角炎”，指上

下嘴唇两侧交界的口角区域发生的急慢性炎症，

是口腔黏膜病中的一种常见疾病。

临床表现一般为单侧或者两侧的口角呈白色

浸渍、起疱、糜烂或结痂，并且伴随疼痛。患者

往往不能张大嘴，或者一张嘴就容易嘴角出血、

疼痛，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吃饭说话。

愈合后，可能会留有较浅的疤痕。有些人可

能长达数周都未见好转，较影响日常生活。

口角炎、唇炎vs嘴角疱疹的区别

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口角炎、唇炎和嘴角疱

疹，其实它们可以通过观察来判断。

口角炎：一般出现在嘴角两侧。

唇炎：一般好发于嘴唇部位，多见下唇。刚

开始出现唇炎，唇黏膜会发生水肿、干燥脱

屑、色素沉着等症状。

口唇疱疹：多发于口腔和唇周；除了口唇，

也会发生在鼻周、眼周甚至是手指等部位。

8个原因让嘴角发炎

口角炎的发生和嘴唇表皮结构有关，它比其

他位置的皮肤薄，因此更易缺水，且保护性

色素少。此外，一些外界因素也会刺激它的

发生。

1 气候干燥

秋冬天本就气候干燥，再加上人体油脂分泌

减少，就容易造成皮肤缺水、缺油的现象，从而

诱发口角炎。

2 不良习惯

舌头舔嘴角、撕扯嘴角的干皮等不良习惯，

唾液里含有蛋白质，舔唇后蛋白质就沉积在唇黏

膜上，使得嘴唇更加干燥。越干越舔，越舔越干

，反复舔唇会导致唇黏膜脆性增加，发展为唇炎

或口角炎，或者是二者同时发生。

3 真菌、细菌感染

口角皮肤长时间的潮湿，容易导致真菌尤其

是念珠菌感染，从而导致真菌感染性的口角炎。

4 营养不良

营养缺乏、如维生素B9（叶酸）、维生素

B6、锌、维生素B2（核黄素）、维生素B3（烟

酸）的缺乏。

5 牙齿位置不合适

牙齿位置不合适，致使上唇压叠于下唇，口

角发生褶皱，该处黏膜经常处于浸渍中。而有些

人在进行口腔治疗时，由于一直张着嘴巴，长时

间机械性地拉扯，也有可能导致嘴角开裂，形成

口角炎。

佩戴口腔正畸矫治器或不适合的义齿也易引

发口角炎。

6 物理创伤

运动时不慎撞击口角等。

7 接触性因素

接触过敏原引起过敏反应。

8 疾病因素

一些疾病也会引起口角炎，包括有Ⅱ型糖尿

病、干燥综合征、免疫缺陷等。

此外，使用劣质过期的口红、唇膏，也容易

诱发口角炎。

一份口角炎对症治疗手册

治疗方法应该根据不同的病因，进行针对性

的治疗。包括有控制局部易感因素，以及治疗真

菌或细菌的继发感染。

感染性口角炎

对于细菌性感染，治疗应在局部清洗干净后

，用抗生素（如红霉素软膏）涂擦，同时可口服

广谱抗生素。

对于真菌性感染，治疗应局部用制霉菌素液

清洗、擦干，然后局部涂制霉菌素、克霉唑、咪

康唑等。

接触性口角炎

建议明确并避免接触过敏原，如果自己不明

确对什么过敏，可以去医院做个过敏原筛查，做

进一步判断。

营养不良性口角炎

一般应给维生素B2，同时口服复合维生素B

族。因在B2缺乏时烟酸及维生素B6也往往缺乏

。加强局部护理，口角局部可用龙胆紫涂抹，保

持清洁卫生。

创伤性口角炎

对于运动撞击造成的嘴角损伤，可适当使用

西瓜霜喷剂，如果出现糜烂发炎，再选择合适的

抗生素等药物治疗。

如果家里或者办公场所干燥，可以辅助放一

个加湿器或者增加绿植等，增加环境的湿度。

提醒：不论是哪一种原因形成的口角炎，都

需要去医院咨询医生，合理用药。

口角炎的痕迹怎么消除？

很多人会留下“烂嘴角”的痕迹，北京协和

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秋宁表示，消除烂嘴角的

痕迹要以保湿为主，多擦一些保湿霜，舌头不能

去舔；如果发黑很厉害，可以擦一点维生素A酸

，它有祛除色素的作用，可以加快它的代谢。

想要减少口角炎的发生，要注意保持口唇卫

生；多吃富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如动物肝脏、

禽蛋、胡萝卜、新鲜绿叶蔬菜等；改掉舔嘴唇的

坏习惯，多喝水、加强锻炼、保证睡眠，增强免

疫力。

每个秋冬“烂嘴角”的人，该反思下这8件事了

爱吃不一定会吃，有些食物搭配好了，不仅

能为人体提供必需的能量，还具有保健养生的功

效。厨师姜宗伟提示，市民在日常饮食中要多注

意食材之间的合理搭配。

钙+维生素D：如果人们身体里缺少维生素

D，补钙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就算天天喝牛奶

，被吸收的钙质也有限。维生素D可以促进人

体对钙的吸收，所以补钙的同时别忘了多吃一

些含维生素D的食物，例如鸡蛋、蘑菇、麦片

等。

谷物+豆类：谷类食物和豆类食物的蛋白质

都很丰富，但由于谷物缺乏赖氨酸，豆类缺乏硫

氨基酸，单吃谷类或者豆类的话，蛋白质的利用

率都不高。如果将两种食物混着吃，则蛋白质的

利用率会加倍增长。因此，日常吃米饭、面食、

馒头时，建议搭配一点杂豆，如绿豆、红豆、黑

豆等。

酸碱平衡：酸性食物与碱性食物搭配食用，

有助于保持人体酸碱平衡，使之经常处于微碱性

状态，有利于代谢。常见的酸性食物有鱼、肉、

海鲜、燕麦、牛奶等；中性食物包括油、食盐和

咖啡；碱性食物有蔬菜、水果、乳类、大豆和菌

类等。

胆固醇+膳食纤维：很多人担心在家制作

的肉类菜品可能胆固醇高，其实改善的方法

十分简单，就是在制作的菜品中加入一些富

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可以有效地帮助降低胆

固醇。

食物搭配好 养生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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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為各位客人帶來多條日本行程，7-10天的行程覆蓋大阪，京都，東京，富士山…各種打卡勝地！
全程入住booking4-5星級酒店，100%純玩高品質團，景點門票小費一價全含，自由購物時間血拼到手軟

更有六大亮點讓您的日本之旅與眾不同
亮點一：兩人成行，保證

出發！
亮點二：精選住宿！東京

連住二到四晚東京塔下王子酒
店或同級；溫泉百選之浜名湖
酒店，臨湖而居；大阪連住兩
晚五星酒店貝嘉露斯海景酒店
(Hotel Bay Gulls) 或同級；

亮點三：精選美食！包含
特色美食：呷哺呷哺小火鍋，
溫泉酒店料理，釜飯禦膳料理
，居酒屋海鮮丼+烏面定食，特
別安排：日料海鮮歡送晚宴，
無限暢吃！無限量供應！

亮點四：精選行程！行程
包含市場上所有經典打卡地，
還特別新增：銀座散策、涉谷
、忠犬八公、新宿都廳展望台
、歌舞伎町、大阪城公園、石
垣和護城河等景點，更加深度
遊覽東京、大阪、奈良！同時
我們追加賞櫻季特別安排和賞
楓季特別安排；

亮點五：獨家安排！東京
夜遊！東京貴族娛樂場所—船
型屋，覽東京灣風光品日式小
火鍋賞歌舞表演；東京最古老

神社之一的神田明神，觀日本
文化雜 SHOW；網紅打卡：登
東京塔賞東京絢麗多彩的夜景
。夜遊兩人成團。價格：$145/
人。

亮點六：12/31/2022 之前
下單縱橫亞洲日本產品即可立
減$100/人（無任何報名人數限
制）！！！

我們的日本多日游主要分
為不去神戶系列與去神戶系列
：

不去神戶系列：
NRTKIX7：東京—富士山—浜
名湖地區—京都—大阪—奈良
—大阪
NRTKIX8：東京—橫濱—鐮倉
—東京+NRTKIX7
NRTKIX9： 東 京 自 由 行 +
NRTKIX8

去神戶系列：
NRTKIX8-B： NRTKIX7 + 神
戶
NRTKIX9-B： NRTKIX8 + 神
戶
NRTKIX10-B：NRTKIX9+神
戶

為關心僑胞健康，僑務委員會與衛生福利部共同舉辦新南向
國家健康醫療線上 說明會，邀請國內知名醫療院所分享在新南向
國家執行國際醫療經驗及案例， 歡迎全球僑胞踴躍報名參加!! 線
上報名：
https://forms.gle/jmxXYMbT93NHQsXS9

活動時間 ： 第一場次：11 月 14 日下午 3 時(臺灣時間)
主講醫院：成大醫院(印度)、彰化基督教醫院(泰國)、亞東紀

念醫院(印尼)、臺 大醫院(印尼)、花蓮慈濟醫院(菲律賓)
11/14 說明會連結：
https://youtu.be/rxRi0Z5R1K4

第二場次：11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臺灣時間)
主講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馬來西亞)、高雄醫學院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
(越南)、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馬來西亞)、臺北榮民總醫院(越南)、新
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緬甸)

11/15 說明會連結：https://youtu.be/jtv7OM7x07A

2022 年新南向國家健康醫療說明會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白領居白領居」」 周日舉行周日舉行 「「運動醫學講座運動醫學講座」」
骨科醫師呂汶錫詳細介紹運動傷害的復健和預防骨科醫師呂汶錫詳細介紹運動傷害的復健和預防

在高通脹下有六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已經拖欠水電費在高通脹下有六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已經拖欠水電費
通膨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放緩很多人會面臨艱難的冬天通膨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放緩很多人會面臨艱難的冬天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31歲的約翰斯頓住在達拉斯地區的
一套單間公寓裡，然而，房租漲得太多，她開始考慮搬去與人合
租。汽油也太貴了，她每次只能加四分之一油箱的汽油。約翰斯
頓她暫時失去了在圖書館的全職工作。剛開始重新工作的時候，
她有2200美元的存款，但這無法與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抗衡。
這些積蓄現在幾乎都花光了。因為東西變得太貴了，她幾乎過著
『月光族』的生活。她想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在經濟學家

和投資者警告經濟衰退即將來臨之際，她不確定是否要離開一份
穩定的工作，開始一場耗費精力的求職。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也
有類似的感覺，他們的儲蓄越來越少，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現在
，經濟似乎即將放緩這可能會限制工資增長，並導致失業，物價
仍在上漲，預言已久的經濟 「斷崖」可能終於到來了。

失去增強營養福利，讓許多家庭感到痛苦。現在，隨著儲蓄
逐漸枯竭，消費者在物價上漲和利率上升的重壓下掙扎。幾個月
來，工資增長一直落後於通貨膨脹。信用卡債正在上升，接近歷

史最高水平。信用局的數據顯示，拖欠汽車貸款的情況尤其嚴重
。儘管失業率仍然很低，整體經濟仍然強勁，但飢餓指標仍在上
升。美聯儲正試圖通過提高利率來給經濟降溫，讓貸款買房或擴
張公司變得更加昂貴。疲軟的商業活動將減緩招聘速度，導致工
資增長放緩，並且很可能會導致更多裁員。美聯儲政策制定者認
為，要讓經濟走上更可持續的道路，這樣的戰略是必要的。

然而，儘管情況正變得更糟，通膨卻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
放緩，而美聯儲官員自己認為，到今年年底通膨仍會上升。摩根
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前美聯儲經濟學家卡彭特說，通膨過
渡將非常困難。從歷史上看，即使在經濟放緩之後，通膨也需要
很長時間才能下降。通貨膨脹給較貧窮的家庭帶來的困難尤其嚴
重，在應對價格上漲時，他們調整支出的靈活性較小。現在尤其
如此，因為通貨膨脹集中在租金、食品和燃料等基本類別上。在
炎熱的夏天迫使他們比平時更多地使用空調後，估計有六分之一
的美國家庭已經拖欠水電費。人們正被迫做出艱難的選擇，以平

衡不斷上漲的能
源費用與汽車的
藥品、食品和汽
油費。美國能源
信息署表示，主
要使用天然氣取
暖的家庭預計在
10 月至 3 月期間
平均花費931美元
用於取暖，比去
年 增 長 28% 。 到
2022年，國家能源協會預計年度公用事業服務成本將上升至3,
803美元，這反映了天然氣、取暖油和丙烷的高價以及今年夏天
的熱浪。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每當有球賽或世
運、亞運，大家見面時總離不開運動的話題，
由此可見全民運動的魅力。尤其在僑教中心新
開設的僑青居地聚會所 「白領居」，周日更迎
來了骨科呂文錫醫師，為大家主講： 「運動傷
害，預防和治療的方式」，吸引了老中青三代
共聚一堂，大家出神的凝聽呂醫師深入的解說
，原來平常常見的運動傷害及骨頭、肌腱撕裂
傷，竟還有這麼多的細節和治療方法，不禁大
開眼界，真是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表示，該活動並沒

有對外廣為宣傳，但是當日出席人數擠滿會場
，可見運動及呂汶錫醫師的魅力。同時介紹出
席的僑務委員張世勳，台大校友會前會長辜千
慈，東海大學校友會會長蔡宗霖等僑青，也鼓
勵在場青年人多多利用 「白領居」聚會、交誼
空間；主任王盈蓉在完成公務訪問之後，趕到
現場和與會者閒話家常。

呂汶錫首先自我介紹，目前是在全休斯頓
最大的骨科醫療團隊 Fondren Orthopedic Group
擔任骨科醫師，也是休斯頓醫學中心擔任骨科
醫學助理教授；曾經擔任過Rice大學校隊醫以

及休斯頓Chevron馬拉松賽、PGA高
爾夫球賽場邊醫生。專精項目有：退
化性關節炎（頸，肩，肘，手，脊椎,
腰,膝;腳)，骨折,扭傷,拉傷，肌腱炎
，五十肩，網球肘，工傷和職災等。

針對大家關切的運動傷害，呂醫
師詳細介紹了：肩關節脫臼、半脫位
，鎖肩峰扭傷/脫臼，肩膀：夾擠症
候群/肩膀滑囊炎；肩膀：旋轉肌肉
肌腱撕裂、二頭肌撕裂傷；肩膀：五
十肩；肩關節囊擴張術、肩膀運動。

在 「手肘」方面，呂醫師介紹了
肘外上髁炎及肘內上髁炎，（·可用
類固醇針劑治療消炎；·可用PRP 血
小板加速治癒撕裂及引起的發炎 ）；
手肘：肘外上髁炎& 肘內上髁炎 ；
手舟骨骨折、錘狀指、手腕：腕隧道

症候群、手腕復健。其他，呂醫師也提到頸椎/
脊椎，脊椎側彎，椎弓解離，及下背痛的原因
、椎神經根病症、椎部運動、髖關節盂唇撕裂
；臀部：轉子滑囊炎& 髂脛束症候群；韌帶/ 半
月模撕裂；膝蓋：髕骨疼痛症候群；髕骨肌腱
炎/撕裂；膝蓋：鵝足粘液囊炎等症。

在 「手肘」方面，呂醫師介紹了肘外上髁
炎及肘內上髁炎，（·可用類固醇針劑治療消
炎；·可用PRP 血小板加速治癒撕裂及引起的
發炎 ）；手肘：肘外上髁炎& 肘內上髁炎 ；

手舟骨骨折、錘狀指、手腕：腕隧道症候群、
手腕復健。其他，呂醫師也提到頸椎/ 脊椎，脊
椎側彎，椎弓解離，及下背痛的原因、椎神經
根病症、椎部運動、髖關節盂唇撕裂；臀部：
轉子滑囊炎& 髂脛束症候群；韌帶/ 半月模撕裂
；膝蓋：髕骨疼痛症候群；髕骨肌腱炎/撕裂；
膝蓋：鵝足粘液囊炎等症。

針對運動的傷害：肩關節脫臼，半脫位，
盂唇撕裂傷，肩膀旋轉肌袖肌腱撕裂傷及五十
肩等，這些狀況發生時，骨科醫學可能依患者
情況給予玻尿酸、類固醇、幹細胞超音波針劑
等治療方式；並強調人體的肌肉骨骼隨著年齡
漸長，可能產生的退化問題，平時如何預防和
復健都有助緩解症狀。同時邀請在 Methodist
Sugarland 擔 任 Physical Therapist 復 健 師 的
Chia-Hung (Rex) Chen 現場為大家示範，常見
的運動傷害復健方式和預防方法。

呂汶錫安排現場互動問答時間，與會的老
爺爺提出自己親身經歷的病痛問題，呂汶錫耐
心且詳細地解說，老爺爺倍感溫馨豎起大姆指
讚譽不停。另外，有家長提問有關孩子駝背和
脊椎側彎問題，以及Physical Therapist復健師和
Chiropractor是整骨師有何差別？等等提問。
現場意猶未盡，礙於時間，呂汶錫提供大家，
他所製作的一個醫學知識的中/英文網站 (https:
//painsolvemd.com)，可以查詢常見的骨科疾病
、居家運動、護具等知識，歡迎多多利用。

圖為骨科呂文錫醫師圖為骨科呂文錫醫師，，周日周日（（1111月月66日日
））在僑教中心在僑教中心 「「白領居白領居」」主講主講：： 「「運動運動
傷害傷害，，預防和治療的方式預防和治療的方式」」。（。（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圖為呂文錫醫師圖為呂文錫醫師（（中中 ））與僑教中心王與僑教中心王
盈蓉主任盈蓉主任 （（右四右四 ））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左左
三三），），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左四左四））及與會及與會
部分觀眾合影部分觀眾合影。。

美聯儲正試圖通過提高利率來給經濟降溫美聯儲正試圖通過提高利率來給經濟降溫，，讓貸讓貸
款買房或擴張公司變得更加昂貴款買房或擴張公司變得更加昂貴。。疲軟的商業活疲軟的商業活
動將減緩招聘速度動將減緩招聘速度，，導致工資增長放緩導致工資增長放緩，，並且很並且很
可能會導致更多裁員可能會導致更多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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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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