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

食用油脂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斷提高，食用油脂的營養價值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重視，但長期以來，對食用油脂的衛生及

安全卻缺乏足夠認識。有些是因貯存或使用不當引起了油質變化，使油中產生了有害物質。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將會在本次的健康講座，為大家介紹食用油脂對人體健康的新知。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

陳康元醫師於1968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UCSD太空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
界工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物理專家，發表專業著作三十餘篇。中年轉行，1981年獲得邁阿
密大學醫學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
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
務獎。

王 琳博士, 1970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1986年獲得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
鹽社義工，也是癌症倖存者，曾與陳康元醫師共同執業，有化療、放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

練。夫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題。





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諮詢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社將在2021年9月開始，每月第三

或第四個週六，下午二至四點， 在ZOOM上舉辦共五次癌症互助小組活動， 協助剛被診斷出

癌症、正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定期將會，彼此支持。

趙偉宏律師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的學位後，取得紐約州和德州的律師執照，至

今已在德州執業20餘年，為全美客戶提供了高品質的法律諮詢和服務，幫助眾多新移民解決

身份問題，進而達成美國夢。











德州法律撤除了大腸癌篩檢之障礙九月一日起生效

翻譯者: Chris Chang 張肇純
打字校對者: Matthew Cheng 鄭錦明

45歲以上的德州居民,如今可享有大腸癌篩檢之權利,並免除了必要跟進之結腸鏡檢查
(colonoscopy)的自付額。
奧斯丁(Austin, TX)重九月一日發出信息: 即日起,凡年紀在45歲以上的德州居民,都可享有大腸癌
檢測之權利。根據美國疾病預防專家特別工作組(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
在今年五月間所公佈的政策綱要,德州州法已將這拯救人命的檢測資格,由原來的50歲基本年齡
降低到45歲。更重要的是此新法也免除了某些病人,作了非入侵性的篩檢,呈陽性(positive
non-invasive screening test),仍須再作結腸鏡檢查(colonoscopy)所需的自付費。全美已有六大
州如此行了,德州乃最新跟進的。
全美各地,及包括德州,不論男女,大腸癌是第二大致死的癌症;也是可以藉篩檢而得以預防的少數
癌症之一。

在2021年中,估計約有11,000個德州居民將被診斷出大腸癌來,而約有4,000人將會死於這癌症。
(這數字並不完全,就像新冠病毒一般,有許多該做檢測的而未作的。) 但應該作篩檢的數字不斷上
升,新法之擁護者們,都希望能降低此數字。
美國癌症協會網路行動組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ancer Action Network),主席Lisa
Lacasse表示:
「此新法真是一個強而有力,能拯救人生命,且能降低癌症負擔,不可或缺之公共政策範例。我們恭
賀德州,率先把某些病患測出,有陽性之糞便結果,仍須再作結腸鏡的費用,使之免除。
每個人都應該,在沒經費的壓力下,享有大腸鏡篩檢與生命救助之公平待遇。我們藉此機會,代表所
有曾患有癌症之家屬,感謝州議會與州長Abbott制定了這一個能拯救成千上萬生命的法律。我們
希望能看到其果效;尤其是在我們的鄉村社區,与經歷過大腸癌死亡率較高的有色人種社區。我們
也感謝我們所選出來的州議員們,讓這一個先進的使命條款過關,成為公共政策。」
對抗大腸癌團體 (Fight Colorectal)主席Anjee Davis表示:
「跟著這新法的生效,德州就將增加大腸癌的篩檢機會,領先地帶上了路。更重要的是,我們將這救
人生命,在篩檢事工上的障礙除掉了,並讓德州成為其他各州,向前推進的榜樣。對抗大腸癌團體感
謝德州,所有令人難以置信地,給予大腸癌法案的支持的人,他們不懼疲憊地努力,將此救命的政策
成為法案。」

Paula Chambers-Raney,一位住在Grand Prairie的居民,44歲被診斷出大腸癌3期的幸存者,見
証:
「現在越來越多的年青人,都被診斷出大腸癌來。這種癌症,若能提早被發現,就能儘早治療與預
防。因此從50歲降低到45歲的篩檢基本層面,可讓更多的人得到益處。
另一個改變,就是取消了作大腸癌篩檢上的財務障礙,因而能拯救許多德州人之牲命。當作完了糞
便化學檢測後,不須為所接到的帳單煩惱了。」



有關該新法律上的背景

包括美國癌症協會網路行動組 (ACS CAN),与對抗大腸癌團體 (Fight CRC)在內的一個廣泛的公
共衛生健康聯盟組織,在去年整年催促立法者們通過該法案,以回應美國癌症協會首次在2018所
更新的癌症篩檢方針。

美國大腸癌協會網路行動與對抗大腸癌團體,感謝1028號法案的主要負責人: 參議員Joan
Huffman與Judith Zaffirni,以及眾議員John Smithee介紹了參議院法案的眾議院版本。感謝州長
Greg Abbott在2021年6月4日,簽署了該2018號法案,合法立案。
大腸癌篩檢指南

美國癌症協會(ACS)於2018年5月間更新了它的條款內容。建議成年人因患大腸癌的風險始於45
歲,該提早作定期檢查,以挽救多人之牲命。部份原因是根據新的數據資料,顯示年青族群患大腸癌
的比率上增。

有關大腸癌的數據資料與背景

約有90% 被診出大腸癌早期的病人,仍能多活過5年。顯然的是因為透過結腸鏡檢查
(colonoscopy)就能救他的命。當發現有息肉時,就將它切除掉,以阻止它繼續成長而惡化致症。

● 大腸癌在全國造成的重大負擔。在德州境內的鄉村間,西裔與亞裔的社區裡,以及一般年
紀在45到55歲之間的人,我們看到有很高的癌症比率,都是因為曾作篩檢的比率很低。

● 2020年估計全國有58% 的大腸癌死亡率,都未曾作過篩檢。
● 大腸癌比率在年青族群往上升,而在65歲以上的族群中,卻往下降,在過去的20年之間,患
大腸癌的比率,在50歲以上的人群中,所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多數都被建議而作過篩
檢。

● 亞裔與西裔人群中的大腸癌之篩檢率,普遍較其他人種與族群為低。黑人中,不論男女,大
腸癌的患發率為最高。死亡率的差異更大。此外,黑人中被診斷出大腸癌之患發越來越年
輕化,而病情也越趨嚴重。

德州居民45歲以上者,都有資格接受新法保障的資料
想要知道更多的資料,或尋找最方便的篩檢選擇,請上網:www.cancer.org/colon或電話
1-800-227-2345。
有關20年的美國癌症協會之網路行動 (ACS CAN)
美國癌症協會之網路行動將癌症問題列為各級政府決策者的首要任務。美國癌症協會之網路行

動,使全國各地的義工們,發出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到,以致使得一般的公共政策變為能救人生命的
法案。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應有公平與公正的機會,能夠預防、發現、醫治而戰勝癌症。隸屬於美國
癌症協會的分支組織,非營利性的,又是超越黨派的聯盟組織,自2001年起,已擁獲了數十億元資
金,作為癌症研究基金,並擴增及高品質,但負擔得起的健康保健(health care)益處,以及使所有的
工作場所都禁煙,包括餐廳與酒吧。正當我們紀念成立20週年的時候,我們要更加強決心,與我們
的義工們,站在一起共同努力,拯救更多患者的生命。請與我們一同奮鬥,請上網
www.fightcancer.org。
關於對抗大腸癌團體 (Fight CRC)資訊
對抗大腸癌團體是美國癌症病患所授權與擁護的主要組織;提供有關大腸癌之研究、治療與策略
方針上,穩妥與客觀的資訊。我們乃為理想而奮戰不懈的一群鬥士,專注於資助那有前景,以及高度
能影響的研發工作;同時能帶動為大眾利益的立法與政策。請上網www.fightcancer.org以了解
更多詳情。

http://www.cancer.org/colon
http://www.fightcancer.org/
http://www.fightcancer.org/


2021年9月11日，光鹽社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提供丙型肝炎快速篩檢，共有42人接受檢
查。



2021疫情下的暑假 (一) /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暑假期間，一群 來自AYLUS Pearland 的初、高中志工每周多次的輪流來光鹽社特殊需要關

懷中心帮助、陪伴 “Project SMILE”(成人日间课程)的學員。大家一起上課，交流，增添不少年

輕活力與輕鬆的學習氣氛。由於這些年輕的志工都是第一次接觸有特殊需要的成人, 他們一

開始也會緊張，小心翼翼的跟著輔導老師的訓練和指示與學員們交流。反觀 Project SMILE

學員自高中畢業後便少有機會與一般在校生交流，所以當學員看到这么多陌生的年轻面孔

出現时会也同樣感到紧张，甚至面對志工的問候也不知如何回應。

在輔導老師的鼓勵下，AYLUS 年輕志工主動的与 學員們聊聊彼此的兴趣和爱好，询问他們

挂在墙上的畫作等等。幾天之後，大家就顯得熟絡許多，也都更加自在，愉快地一起相處，開

始彼此主動招呼。每堂課都會有一到兩位志工坐在學員旁边，協助、建議或只是欣賞他们所

进行的活動像是美术課、阅读、手工和體能訓練等等。

還有兩位義工自編一個舞蹈和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伸展运动，每周五帶領學員一起舞蹈、锻

炼。几位懂空手道的志愿者也为营员表演。在 时间里，學员与 AYLUS 志愿者建立了密切的

关系。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有益的经历。非常感谢这些年轻志工的陪伴, 期待明年夏天再

见!!



2021疫情下的暑假 (二) /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Shonn , 一位童子军，本着关怀社区的精神在暑假期间透过一位特儿母亲的介绍主动连络

光盐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表示愿意在暑假期间为特儿募集美术用品 (Art Supplies). 这对

没有经费支持的特儿项目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他邀了几个童子军跟他一起策划募集活动

，从设计宣传单到挨家挨户收集，花了不少心思和体力。他们分发了1000张宣传单，结果有

近两百家回应。当通知我们需要两部车才装载得下募集到的美术用品时，心中还半信半

疑。邀了同工前往一看满满一地的supplies 真的有比发财更兴奋的感受🤩 因为这些都是

社区居民对我们满满的爱心关怀❤。在疫情肆虐的时候，还是有人顾念着别人的需要。我

们以感恩的心领受祝福。也求主赐福顾念这些满有爱心的邻舍。







2022年健康保险市场11月1日开放至2022年1月15日

2022年健康保险交易市场（奥巴马健保）开放注册期于2021年11月1日开始
至2022年1月15日结束。目前美国疫情形势仍然不容忽视，7月以来新型冠
状确诊新病例再次攀升，在这特殊时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份合适的健康

保险计划尤为重要。

在《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的基础上，拜登-哈里斯政府通过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美国民众比往年
更容易申请到高质量、价格更优惠的医疗保险。

为什么要购买健康保险？

虽然从2019年开始联邦政府取消罚款制度，也就是说，没有健保也不会被罚
款！但是都知道美国医疗账单天价，在美国没有健康保险是很有风险的事情

，所以一份适合的健康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为什要通过健康保险交易市场（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来购买个
人健康保险？

1. 收入在联邦贫困线（FederalPoverty Level）的100%～400% 之间
的家庭或个人可以获得税务补助用来抵扣保费。

除此之外，根据2021年发布的美国救援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收入低于150%
联邦贫困线和高于400%联邦贫困线的申请人可以获得额外的优惠。

收入低于150%联邦贫困线的申请人可以在2022年全年任何时间申请保险计划或者更换
已有计划。并且可以获得自付0元购买基准计划的税务补助。（基准计划是指健保市场中申
请人所在地点的可供选的计划中价格第二低的银计划）



收入高于400%联邦贫困线的申请人可以获得购买基准计划自付不超过收入8.5%的补
助。（基准计划是指健保市场中申请人所在地点的可供选的计划中价格第二低的银计划）

2，平价医疗法案规定除了原住民、非法移民、B1/B2签证持有者和监狱服刑者以外，合法
美国居民都可以申请健康保险交易市场的个人健康保险。

3，医疗保险计划的医疗赔付没有上限

4，允许26岁的子女留在父母的医保计划中（必须要一起报税）。

5，不可以拒绝有既往症的申请，并且保费不可以因为既有疾病增加。既有疾病包括所有
的慢性病，任何重大疾病，癌症等。

6， 所有计划必须包括一次免费年度体检，体检内容根据申请人年龄。比如40岁以上的女
性，可以包括每年一次的乳腺X射线检查。

7，所有保险计划必须涵盖下列10项基本福利：住院以外的病人服务，处方药，急救治疗，
康复治疗和器材，住院服务，检查服务，生产和新生儿照顾，预防性和健身服务和慢性疾

病管理，精神健康，药物成瘾治疗服务包括行为矫正，儿科，包括牙齿和视力。

如何申请？

光盐社可以协助您申请健康保险交易市场的个人保险。

1，光盐社自2014年开始，为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授权的协助民众购买
健康保险的机构，有多名政府认证的健康保险交易市场导航员。工作人员定期接受CMS和
州政府的培训，可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



2，根据客人的需求，中立的协助客人选择计划。

3，不会留存客人个人资料，客人个人资料仅用于保险申请。工作人在工作中接触到客人个
人资料需遵守严格程序以避免客人个人资料泄露。

4，光盐社同时也是德州健康人事委员会的社区合作机构，有多名州政府健康福利计划申请
导航员。对于需要为小孩申请白卡（Medicaid/CHIP），或者即将65岁年长者申请红蓝卡补
充计划的客人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

5，可以提供健保后续服务，看信，更换医生，查找专科医生，打印报税所需1095表格等。

6，光盐社同时提供面对面服务和远程服务两种方式协助大家申请健保，所有服务免费。

7，协助客人的办公区域采用隔断，保证社交距离和隐私。

 

现接受预约，休斯顿光盐社预约电话电话713-988-4724，832-206-3429。地址：3535
Briarpark Dr Unit 135, Houston, TX 77042



光盐社同时在奥斯汀，达拉斯和The Woodlands有合作机构，在休斯顿有说越南文和韩
文的合作机构。如有在以下城市或者说越南文和韩文的客人可以联系以下组织。

休斯顿越南社区组织：VN Team Work

地址：11210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72

电话：(281) 495-8936

休斯顿韩国社区组织：Korean Nurse Association

地址：9560 Long Point Rd, Houston, TX77055

电话：(832)377-7928

光盐社达拉斯办公室：

电话：(949) 338-7826

奥斯汀光盐服务社：

地址：13010 N. US 183 Highway SVRD SB, #224, Austin, TX78750

电话：(512) 769-3139

网站：http://lssaustin.org/

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

地址：7575 Alden Bridge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2

电话：(832)906-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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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mazonSmile網上購，他們捐出0.5％給光鹽社。
自成立以來，在義工們的付出及社會 善心人士的支持與捐助下，

每年有超過20,000人 受惠于光鹽社的各項服務。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請與我們聯絡。

Shop online at AmazonSmile they donate 0.5% to LSA.



Since Light & Salt Association's incep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donors and
volunteers every year more than 20,000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services of

Light & Salt Associatio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us.

如果你願意捐獻支持光鹽社，

可以寄支票或網上捐獻(QuickPay with Zelle)
QuickPay account with Chase: LSAHOUSTON@GMAIL.COM

支票或網上捐獻抬頭請寫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捐款可抵稅。
請將奉獻支票寄到以下地址：

If you are willing to donate to support Light & Salt Association, please send your
check or make the donation online (QuickPay will Zelle).

QuickPay account with Chase: LSAHOUSTON@GMAIL.COM.
Check payable to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Donations tax deductible. Please send your check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PayPal Giving Fund donation， paypal.com/us/fundraiser/charity/2305673

http://paypal.com/us/fundraiser/charity/2305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