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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捐贈180套文具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每年定期的慈善公益活動﹐由
慈善組融通法師﹑呂振益﹑周樂儀於8月7日在玉佛寺
青少年中心向Alief學區Mahana小學等七個學校共
捐贈180套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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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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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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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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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穩過渡平穩過渡 休斯頓地產銷量呈現連續休斯頓地產銷量呈現連續99個月增長個月增長
（本報訊）根據休斯頓地產協會的報告，休

斯頓七月份高檔住宅銷售出現20%的增長，這也
是當地獨立房屋呈現的第九個月持續增長，最低
房價達到75萬元。

根據報告，上個月的銷量幾近高點，地產銷
售商今年七月的銷售比去年同期增長了5%，而
今年的銷量也比去年銷量增長了6.8%。

七月份，休斯頓房屋銷售的中間價格在經過
2016年連續的上漲之後表現出相對平穩。

整體而言，七月份是休斯頓房屋市場表現強
勁的一個月，儘管在 Woodlands 和 Cypress地區
的銷售勢頭有所放緩。地產專家指出，平穩的房
價以及不斷增長上市的房屋庫存量成為未來買家
的吸引力。

本週地產協會的報告顯示，獨立房屋的中間
價格為23萬元，一共完成交易7440起，主要地

區包括 Harris, Fort Bend 和 Montgomery counties,
同 時 也 包 括 部 分 的 Brazoria, Galveston, Waller
and Wharton 等地區。

隨著獨立屋銷售比一年前飆升 16.7% ,獨立
屋庫存達到近5年來的最高，為4.5個月。

當月，獨立屋的出租量也增長了15.6%，儘
管平均租金下降了3.2% 至1815元。

聯排屋和公寓樓市場銷售也相對滯緩，本月
下降9%, 平均價位15萬元，下降了6.2%。

以下是七月份當地各種價位房屋銷售說明
• $1 - $99,999: 下降 11.9 %
• $100,000 - $149,999:下降 1.9 %
• $150,000 - $249,999: 增長7.8%
• $250,000 - $499,999: i 增長3.8%
• $500,000 - $749,999: 持平
• $750,000 以上增長20%

讓青少年變憂鬱 手機與社群網站影響大
一份研究表明，智慧型手機與社群網站，已經成為嚴重影響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鍵變項。
研究指出，儘管傳統的指標，像是家庭關係、學校課程與環

境都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不小，但觀察2007 年初代iPhone 發
表後、伴隨智慧型手機浪潮一同成長的美國青少年世代，都能看
出智慧型手機與社群軟體，已經成為相當突出關鍵因子。

據超過5 千名美國青少年樣本（他們約有3/4 擁有iPhone）
， 「i 世代」的青少年相比年少時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世代，不
但與朋友廝混的時間更少，也只有更少的人擁有駕照。他們約會
的頻率更少，睡得也更少，甚至連做愛的次數也少於他們的兄長

姐。唯一勝過的數據，只有自
認孤單的比例。

有趣的是，雖然在傳媒、
網路的社會化刺激下，普遍讓
人有現代小孩比過去早熟的感
覺，但研究卻指出，如果驗證
一些傳統的 「成熟」指標，像
是是否與父母同住，是否自己
打工賺錢，是否開始約會、喝
酒，便會發現i 世代的青少年並

沒有如預期般地早熟。
實際上，綜合這些指

標，現代青少年大概平均
比年少時代還沒有智慧型
手機的人， 「慢熟」約2 ~
3 年，換言之，過去的人
在15 歲就能展現的早熟態
勢，現在的青少年則必須
遲至18 歲才能擁有。也就
是說， 「童年期」後延到
了中學時期。當然，這可
能也反映了世代貧富差距變大的現代，小孩從依賴父母到
獨立的時間，會比他們父母當年依賴祖父母的時間要長得
些。

另外，雖然 i 世代青少年與父母同住的時間更多，但卻
只有更少人能與父母保持更親密的關係。他們與真人互動

的頻率也更少，卻傾向不停地透過 Facebook、IG、Snapchat 與
Twitter 記錄生活、傳訊，同時窺探朋友們的生活。這增加了
「歸屬感」的危機：因為透過社群網站看到的 「美好」生活，會

強化自己 「落隊」的負面感。就心理學角度，這種缺乏歸屬感的
自我否定，會對未來生活的種種層面造成巨大打擊，像是健康、
體重管理、讀書計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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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下創新是金融科技企業
發展核心競爭力

前美國眾議院議員、金融服務委員

會主席巴尼· 弗蘭克在“2017中國未來金

融峰會”指出，中國87%的傳統金融支

付類企業感受到來自科技金融企業的壓

力，68%的傳統金融機構表示會在未來

三至五年內加強與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

目前中國金融機構體系穩定，龐大的人

口基數和人們對移動科技的歡迎，正經

歷著壹場前所未有的金融業改革，金融

科技的發展成為金融市場上保護消費者

權益重要的壹環。

8月1日起，根據國家發改委、中國

銀監會聯合發布《關於取消和暫停商業

銀行部分基礎金融服務收費的通知》規

定，開始取消、暫停商業銀行部分基礎

金融服務收費。按照國家發改委和中國

銀監會的測算，預計每年可減輕客戶負

擔61.05億元。這可以看做是金融科技創

新送給消費者的壹次福利。

世界銀行前東亞地區首席經濟學家

華而誠曾表示，創新給我們帶來了很多

的金融產品和福利，但是也產生了影子

銀行、平臺跑路等欺詐行為，這是因為

監管走在了創新後面，監管走在金融創

新後面很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所以無

論什麽金融業務，都需要風險防範，隨

著壹行三會的監管改革走向集中綜合性

的監管，更多的金融服務將納入監管，

監管下的金融創新才能維護金融的安全

和穩定，才能讓金融機構保持競爭力。

監管為金融業健康持續發展服務，
監管要避免過度

長期以來，我國壹直陷於“壹放就亂、

壹收就死”的怪圈，金融業的正常發展經

常受到幹擾。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主

要矛盾是金融發展滯後，加快金融發展是

我國的國家策略，是首要任務。

當前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股

市牛短熊長，房市越調越漲等種種問題

都與當前中國金融發展滯後有關。7月

份，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三項

工作任務，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

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來促進經濟和金

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可最大程度上

解決目前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問題。

仔細研讀會議上提出的四個原則，

回歸本源、優化結構和市場導向這三個

原則主要側重於發展，監管不能說不是

發展，監管是為發展方向護航，所以說

下壹階段金融工作的重心依然在發展，

只有金融發展起來了，監管才會有抗風

險能力，才會有金融業的安全，可以說

發展才是國家金融創新的最大保障。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前司長

管濤建議，當前在高度重視“防風險、

強監管”重要性的同時，要避免過度監

管的傾向。這有可能形成金融抑制，扼

殺金融業的競爭力。

近日，網上傳出天貓關於“汽車自

動販售機”視頻，視頻內容顯示，只要

芝麻信夠750分5分鐘審核通過、壹成首

付、支付寶繳月供，簡單三個步驟就能

實現線上買車，線下提車的便利，整個

操作流程就像街頭買果汁壹樣便捷。德

勤預計，到2020年，我國汽車金融滲透

率將達 50%，市場規模將突破 2 萬億

元。面對如此大的蛋糕，想必任何壹家

有實力企業肯定不會輕易放過，馬雲這

次應該是在玩真的。

如果監管過度，“汽車自動販售

機”及類似金融創新將很大可能被遏

制，多個“2萬億市場”被無情的拒之

門外，很大程度拖慢了我國經濟和金融

前進的腳步。

監管下的創新是大勢所趨
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

鏈等前沿科技為核心的金融科技迅猛發

展，並深刻影響並改變著全球以及我國

傳統金融業的格局。隨著支付寶、微信

等第三方支付的強勢掘起，“無現金社

會”的呼聲越來高，並得到了多位全國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註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計算機專業博士

袁滿曾表示，“無現金社會”有助於刻

畫個人消費者的完整交易信息，由億萬

消費者的消費信息構成的大數據資源對

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有重要意義。此外，

“無現金社會”的所有交易都有跡可

循，可以打擊欺詐、洗錢和避稅。

金融科技創新不僅讓人們的生活更便

捷，對精準扶貧、小微企業融資、資金存

放等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說，

在“防風險、強監管”的政策環境下，金

融創新不僅僅是挑戰，機遇更是多於挑

戰。中國金融監管已經開始關註和研究開

發適合中國的RegTech（監管科技），未

來在降低金融創新的合規成本及反欺詐、

網絡安全等方面將發揮積極作用。

消息稱，2017年8月3日，民盛金科

旗下全資子公司廣州合利寶支付科技有

限公司(簡稱：合利寶)應廣東省公安廳

刑偵局邀請，前往廣東省打擊治理電信

網絡新型違法犯罪中心，就社會上層出

不窮的新型詐騙事件進行交流。據了

解，合利寶此前已通過獲得銀聯卡賬戶

信息安全體系ADSS認證、成立廣州市

天河區首家網監警務室、成為中國支付

清算協會網絡支付應用工作委員會成員

單位及金融科技專業委員會成員單位等

壹系列舉措，形成打、防、管、控為壹

體的工作格局。

民盛金科董事長閆偉表示，欺詐行為

已經是企業所面臨的越來越棘手的問題，

不過目前防欺詐的手段大多比較落後，對

於發展線上經濟的企業來說亟需合適的技

術手段來解決。民盛金科堅持“打造金融

科技生態圈，完善金融科技產業鏈”為經

營發展戰略，壹直以來積極擁抱監管，在

第三方支付、保理、供應鏈、大數據、征

信業務上尋求科技創新，為企業打造最

合適的行業解決方案，並把防範電信詐

騙作為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

之壹，制訂多項切實可行的防範措施，全

力保障人民財產安全。

同時，央行副行長範壹飛在2016年

度銀行科技發展獎評審領導小組會議

上，也強調了銀行業要進壹步加強金融

科技創新應用，為傳統金融註入活力，

讓“科技創新引領業務發展”成為新常

態；同時強調，要對風險保持清醒認

識，推動金融科技與監管科技研發應

用，增強監管科技與金融科技良性互

動，讓創新在監管下進行，廣泛應用先

進技術，推動金融服務創新。

CPI漲幅連續6個月低於2% 近期需關註蔬菜價格上漲
國家統計局今日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份CPI

同比上漲1.4%，漲幅連續6個月低於2%。分析認

為，當前物價總體平穩，處於溫和上漲的態勢。近

期需關註蔬菜等食品價格的上漲。

CPI漲幅連續6個月低於2%
數據顯示，7月份CPI上漲1.4%，漲幅比上月

回落0.1個百分點。記者註意到，CPI漲幅自2月份

開始已經連續6個月低於2%。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對

記者表示，7月份CPI 同比漲幅有所回落，主要

還是受豬肉等食品價格回落等影響。

具體數據顯示，7月份食品價格下降1.1%，影

響CPI下降約0.21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下降

15.5%，影響CPI下降0.46個百分點；鮮菜價格上漲

9.1%，影響CPI上漲約0.20個百分點。非食品價格

上漲2.0%，影響CPI上漲約1.62個百分點。

趙錫軍認為，現階段，CPI漲幅繼續維持在低位運

行，表明當前物價總體平穩，處於溫和上漲的態勢。

需關註蔬菜價格過快上漲
對於未來壹段時間內的物價走勢，趙錫軍表示，

預計未來壹段時間內，物價依然將大概率保持低位運行，

但需要關註國內自然災害、極端天氣等因素的影響，部

分農產品價格可能在個別時段、局部地區出現波動。

蔬菜價格的回漲需要關註。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

示，從環比看，受大範圍持續高溫天氣和區域性強降

水影響，7月份的鮮菜價格連降5個月後上漲7.0%。

時間進入8月份後，蔬菜價格依然保持上漲。

據農業部監測，2017年7月31日-8月6日，蔬菜均

價繼續上漲。重點監測的28種蔬菜周均價每公斤

3.84元，環比漲4.3%。

從下半年走勢來看，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

平認為，下半年上漲壓力不大。如果不出現大的外

部因素的沖擊，預計下半年CPI同比漲幅可能會略

低於上半年，全年通脹壓力不大。

埃及手術室主題餐廳亮相埃及手術室主題餐廳亮相 ““醫生護士醫生護士””轉行變廚師轉行變廚師

法國高溫難耐法國高溫難耐
民眾民眾““躲進躲進””天然洞穴避暑觀景兩不誤天然洞穴避暑觀景兩不誤

法國格勒諾布爾，民眾參觀Choranche天然洞穴。當地持續高溫，炎熱難耐的
天氣讓選擇去洞穴參觀的遊客數量至少增加了10%。溫度通常在15攝氏度的洞穴不
僅有奇特的美景，還是天然的避暑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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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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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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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英國曼徹斯英國曼徹斯
特特，，世界最小的冰泣淋世界最小的冰泣淋
車亮相特拉福德購物中車亮相特拉福德購物中
心心，，向顧客免費提供冰向顧客免費提供冰
泣淋泣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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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國內一所大學工
作了不短的時間，對同學們面對的壓力和挑戰
有深切的體會，很多同學面對情感方面的問題、
學習方面的問題、以及突然而來的危機等等，不
知道如何應對，壓力很大，嚴重的甚至結束會自
己的生命。

我特別想幫助同學們，但是常常是無能為
力。感謝神的帶領，1997年我來美國哈佛大學做
訪問學者，期間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我的救主，
2005年蒙神呼召，做一個傳道人。

2009年神學院畢業後，我加入了基督使者
協會（Amabassadors for Christ），成為校園傳道。
2010年被基督使者協會差派，到俄亥俄州的克
利夫蘭地區服事。作為愛的管道，我盡最大的努
力去幫助同學們戰勝挑戰，從悲觀失望中走出
來，順利完成學業，找到工作，建立家庭，有的還
受洗成為基督徒。

我的服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傳福音、教牧
關懷、門徒培訓。從每個學期的接機、幫助尋找

住處，分享福音，到同學們完成學業，找到工作，
成家立業。點點滴滴，非常瑣碎，但是處處體現
了神的大愛，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情。

我在周間去校園看望同學們，瞭解他們的
需要，為同學們禱告，將神的愛分享給他們。週
五晚上接送同學來到查經班，學習神的話語。每
年的行車里程都在一萬英里以上。我的家是敞
開的，歡迎同學們隨時來。我們在一起享用食物
，分享神的話，一起來經歷神的愛。

人生的危機，往往是傳福音的契機。有些同
學進入婚戀以後，缺少生活經驗，加之學業壓力
，婚姻幾近崩潰。已婚青年不能以成熟的心態面
對新的家庭，這樣的例子並不罕見。在服事的過
程中，常常會有一些奇妙的經歷。有一次查經結
束後，我帶領一位同學决志信主，不小心把他的
名字同另外一位慕道朋友的名字弄混了，結果
兩個同學一塊兒决志信主。

在校園服事的過程中，清楚看見神的信實。
感謝恩主，在祂沒有難成事，祂愛我們，讓我們

進入他的家中
。神栽培，神也
收割；神管教，
神也保守。我
們被神使用，
我們也經歷神
恩。神恩典臨
到年輕弟兄姊
妹，神的恩典
也臨到我們自
己。我們理當
把榮耀和頌贊
都歸給祂，直
到永永遠遠！

人生美好的，因為我們信的神是美好的。求
主繼續使用我們，把神的美善，講述給今天的人
，讓他們都來經歷神的美善。也把神的期待告訴
年輕一代，鼓勵他們勇挑重擔，成為天國的生力
軍。這是我的心願，也是我的祈禱。

福和市華人浸信會竭誠邀請您參加李民舉
牧師就職感恩禮拜。
2017年8月13日禮拜天下午二點
4625 Granbury, Fort Worth, TX 76133
817-927-5652/ cbcfw.org(福和市華人浸信會供
稿)

教會來了新牧師（下）
（李民舉牧師就任福和市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

（李民舉牧師，劉愛儉姐妹，John，Roger，Grace，Zachariah）

QS170810C綜合

（2017年5月22日）下午我們去沙
夫豪森（Schaffhausen）老城和山上的木
諾特（Munot）古堡。沙夫豪森是沙夫
豪森州的首府，從萊茵瀑布開過去，只
需15分鐘。這座小城只有約4萬人口，
自古以來就是貿易重鎮，因為萊茵河
的航運受到萊茵瀑布的阻隔，貨物只
能上溯到沙夫豪森，于是這裏就繁榮
了。

抵達後，Maggie帶大家走到古城
區。古城歷史悠久，有很多文藝復興時
代的建築。走著走著前方出現一個很
古典的小廣場，廣場兩端各有一個噴
水池，清水從數個水龍頭噴出，可供飲
用。噴水池上面都有人物雕塑。其中一
個是跨腰刀的捲髮黑人武士，右手執
一盾牌，上有雙頭鷹和皇冠盾徽，左手
拿著一個葫蘆形像花瓶一樣的東西，
基座上刻著1609，不知是不是製作的
年代。有人說這個黑人是來自非洲的
摩爾人（Moor）。另一個噴水池上是一
個執長槍的武士，像是一個在歐洲有
名的瑞士衛隊的戰士（Swiss Guard）。
廣場四周的房屋都是古色古香，街燈
也做的像古老的煤氣燈一樣。四周都
是餐館和小店，熱鬧極了。我們穿過廣
場，走上一條小街，看到有一間房屋的
外墻，畫滿了壁畫，就像我們去年在奧
地利格拉茨所看到的一樣，都是文藝

復興時期的傑作。這條街上有一個賣
香腸和麵包的小攤子，使我們立刻想
起去年在奧地利吃香腸的場景，Edi-
son帶頭，大家立刻一擁而上，令看攤
子的小妞手忙脚亂，疲于應對。輪到我
們上前的時候，她的香腸麵包已經都
賣光了，只好拿普通麵包來代替。

午餐後，Maggie帶大家前往木諾
特（Munot）古堡。這個古堡是16世紀
建的，坐在一個小山頭之上。當年是捍
衛沙夫豪森的堡壘，如今是觀光勝地，
成為沙夫豪森的重要地標。從山下有
石階直通到山頂古堡的大門前。不走
石階也可以走“之”字形的上山路，曲
曲折折，慢慢往上，不用那麽費勁。我
的膝蓋不好，就不逞强了，走“之”字路
吧。

走上去一看，這個古堡是一個龐
大的圓形石砌建築物，巍峨的塔樓聳
立在一邊。通往古堡的吊橋已經改成
永久的水泥橋，我們就從橋上走過去，
進入古堡內部。古堡內部很寬敞，許多
大石柱支撑著屋頂。自然光從穹頂的
孔照進來，還算明亮。我們穿過柱子走
到塔樓下方，順著盤旋的樓梯而上，就
走出塔樓，來到古堡最上層的平臺。這
平臺中央是一個廣場，四周有一圈圍
墻，有槍眼可供射擊，有的部分也建成
房屋。聳高的旗杆上飄揚著沙夫豪森

的市旗。現在廣場上排列著很多野餐
桌，也許是舉行音樂會用的。廣場一側
有好幾盆黃色的罌粟花，花朵很大，極
有精神，家民極為喜愛。通常的罌粟花
都是紅色，這還是第一次看到黃色的。

站在圍墻邊下望，沙夫豪森全市
風光盡入眼底。萊茵河從遠處蜿蜒流
過來，又流過去，蔚藍的河水平靜無波
，自然安詳，是一幅非常美麗動人的畫
面。

從古堡下來，我們回到舊城廣場。
兩點半再上車回蘇黎世。一個小時後，
車子停在蘇黎世湖的湖畔。Maggie給
大家兩個小時的時間欣賞湖邊的風景
。她說，瑞士由於多山，所以湖泊衆多，
共有1500多個。很多湖都有美麗的風
景，因此有“瑞士歸來不看湖”的說法。
而這個蘇黎世湖在她的眼中，只不過
是一般而已。蘇黎世湖（Lake Zürich）
是一個西北、東南走向的狹長形的湖，
面積88.66平方公里，蘇黎世市剛好在
它西北方的頂端。阿爾卑斯山的雪水
經由林特河（Linth）從東南端流入蘇
黎世湖，再從西北端的蘇黎世注入林
馬特河（Limmat）。我們所在的地方剛
好是湖水注入林馬特河的交點。湖畔
已經開闢成一個公園，綠樹成蔭，幾座
小雕塑點綴于其間，鐵欄杆有很古雅
的圖案。水邊衆多白鵝等候著游客拋

下的食物，遠處白帆點點，間
雜著各種游船，來來往往，頗
有詩情畫意，令人望之心情
舒暢。

林馬特河（Limmat）水面
不寬，看上去像運河一樣。我
們沿著河西岸向北慢慢走去
。河岸修建得很整齊，兩側的建築物都
很古典美觀，教堂處處，跨河的小橋多
不勝數。在一座小橋（Münsterbrücke）
旁邊的小廣場有一個騎馬像紀念碑。
這 是 Hans Waldmann 的 雕 像。Hans
Waldmann（1435-1489）是當年蘇黎世
的市長，也是當年瑞士聯邦的軍事領
袖。曾率領軍隊在1474年的柏根地戰
爭中（Burgundian War），將對手柏根
地公爵擊敗。這使當時的瑞士聯邦受
到歐洲其他强國的刮目相看，也幫助
他最終成為蘇黎世市長。然而他對附
近的鄉村征苛稅，引起農民暴動，在
1489年將他從市長寶座上拉下來，經
由審判最後被處決。這座騎馬像是
1937 年由 Kämbel 公會設立的（Hans
Waldmann曾為此公會會員）。公會認
為Hans Waldmann是政治鬥爭的犧牲
品，意欲為他恢復名譽。雖然這座紀念
碑在政治上沒引起什麽糾紛，但在藝
術的觀點上却引起了爭論。一些保守
人士認為它太過現代，與周遭的古典

氣氛不合。的確馬上的人物像看上去
有些不夠莊嚴，也不像個將軍。

我們過了橋，走到河對岸，那邊有
一座雙鐘塔的 Grossmünster 大教堂
（中文翻譯為“蘇黎世大教堂”）。這是
蘇黎世四大教堂之一，屬於基督教新
教（Protestant，也就是相對於天主教我
們所稱的基督教），教堂是羅馬式建築
，由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始建於
1100年，兩座鐘塔高聳天際，分別建於
1487和1492年。教堂前有基督教新教
神學家、瑞士宗教改革領袖慈雲理
（Ulrich Zwingli，1484-1531）的紀念碑
。他雙手握住一把寶劍，劍尖插在地上
，一幅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確有革命
領袖的氣派。1520年，他任職蘇黎世大
教堂為神父，開始了瑞士德語區的宗
教改革，在1523年贏得了一系列由法
官主持的辯論，最終導致當地政權批
准教會與羅馬教宗斷絕關係。後來他
參與了與舊教人士（天主教）的戰爭，
結果在戰場上犧牲。

沙夫豪森老城和木諾特古堡
王永士（達拉斯海天合唱團瑞士及北意大利旅遊之二）

木諾特（Munot）古堡

QS170810D達福社區

一．目的：以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發揚中華
書畫藝術、促進書畫藝術交流、聯絡感情為目的。
二．日期：中華民國106年（西元2017年）10月8日
（週日）上午10時45分，開幕典禮。
三．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大廳。
四．辦法：1. 無資格限制，凡對中華書畫藝術稍具
功力者（由主辦單位鑒定）均可參加。
2. 所有參展作品均需裝裱（鏡框或立軸）。
3. 篇幅以4尺整宣，整張，半開，三開，四開為宜。
不可過於零碎，並以直幅為佳。

4. 送件及佈置：2017年10月6日（週五）上午11時
至下午1時，送到華人活動中心，當即開始佈置。
5. 取回：2017年10月20日（週五）中午至下午4時
取回。請遵守送件及取回規定時間，中途請勿私
自增減更動。
附註：1. 所有參展作品，均無保險。2. 中華書畫藝
術學會自2015年起，已連續。3. 年受託舉辦雙十
國慶書畫展覽，從未接受任何幫助。所有工作均
由同好們義務幫忙。現多已年老體衰，今後的展
出，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們共襄盛舉，企盼之至。

事由：舉辦2017年5-8月份
慶生會。
時間：2017 年 8 月 19 日（週
六）中午 12 時。11 時開始入
場。
地點：理查遜市光華老人公
寓 大 廳。（2129 E. Arapaho

Dr. Richardson, TX 75081）。
說明：
1. 美味午餐。
2. 生日大蛋糕。

3. 卡拉OK娛樂節目。
歡迎本會會員踴躍參加，共襄盛

舉。
會長：趙友安 972-235-8838

中華書畫展覽公告雙
十
國
慶

中華老人協會公告達
拉
斯

【本報系達拉斯訊】每年中心的募款餐會
總會為達福僑社帶來一陣熱潮，今年也不例
外。理事會正緊鑼密鼓籌備中：日期已訂於九
月十六日舉行，地點則在 Renaissance Hotel，
届時將舉辦一場新娘、花童服裝秀與卡拉ok

表演，希望僑胞僑社禀持對中心的認同繼續
大力支持。
為此活動中心將在八月十二日(週六)上午十
點卅分，于中心大廳舉行公開徵選新娘及花
童模特兒活動，歡迎報名，請先至活動中心填

妥報名表。獲選者經集訓後，即可參加
中心於九月十六日在Renaissance Hotel
舉行的募款餐會上演出。當晚之演出舞

臺將配合高水準的音響燈光效果。活動中心
募款餐會場面盛大、佳賓貴客雲集、若欲共襄
盛舉，請盡早報名，以免向隅。
獲選上的每位成員均需認購二張時裝秀餐會
券，以示對中心的支持(每張$50)。所有參選的

模特兒均須自備表演服：應為西式新娘禮服、
花童公主裝等。通過甄選後將有專人免費指
導訓練，對于培養個人氣質，學習舞臺經驗，
都是不可多得的機會。
詳情請洽詢活動中心電話: 972-480-0311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址: www.dal-
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八月十二日公開徵選新娘及花童服裝秀模特兒
將于九月十六日募款餐會登臺表演

【本報系達拉斯訊】今年即邁入第
十五屆--令人矚目的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卡拉 OK 歌唱比賽，即日起開
始受理報名，首獎獎金$500 + iPad。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這兩屆的比

賽，為了吸引更多的參賽者及更加提
升人選的質素，主辦單位特請贊助商
額外贊助iPad一台。

今年卡拉 ok 比賽日期訂在 8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在達拉斯華

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初賽、複賽部分，
決賽則於9月16日（星期日）在李察遜
市 Renaissance Hotel的活動中心年度
募款晚宴時舉行。報名費用為 20.00，
參賽資格無年齡限制，每位初賽者須
備一首自選曲參賽，之後由評審選取
10-12 位進入複賽。複賽入圍者則將

再演唱二首自選曲（歌曲不可重複），
所有參賽者需自備碟片(LD、VCD、
DVD)。

由於今年比賽獎金大放送，冠軍
獎金$500 + iPad一台，亞軍獎金$300
，季軍獎金$100。亦歡迎歷屆參賽得獎
者共襄盛舉一齊來參加比賽，希望新

舊選手能碰撞出火花，讓大家一
飽耳福！

即日開始接受報名，至 8 月
13日截止，歡迎有興趣參加者請

至活動中心領取表格或至活動中心網
站下載，填寫後連同報名表及報名費
郵寄至中心。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 址: www.dal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電 話:
972-480-0311。

卡拉OK 大賽現在開始接受參賽報名！
獎金 + iPad！報名從速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在飲食西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大腸癌的
發病年齡逐漸年輕化，目前大腸癌分別是亞裔男
性與女性第三及第二位最常見癌症，並且高居所
有癌症死亡率的第三位。德州農工大學與光鹽社
合作，對德州亞裔族群實施免費大腸癌預防計畫
。本計畫於2016年11月開始在休士頓展開，預計
對850名亞裔提供大腸癌預防與教育。目前我們
與亞美癌症關懷服務合作在達拉斯展開推廣。

歡迎任何在台灣、中國、香港、澳門出生的亞
裔及其第二代來參加，在美國的身分不是問題(

不需要有公民、綠卡或工卡)。本研究會評估參加
者罹患大腸癌風險，並給予相關大腸癌預防建議
。這個研究計畫為期一年，為感謝參加者的協助，
我們將在這一年中分階段提供免費大腸癌檢測、
免費醫療保險申請與使用協助、免費個人大腸癌
預防電話諮詢，以及總共$75元美金的Walmart
禮卡。

報名條件: 年齡在18-75歲之間，沒有罹患
過癌症，過去一年內沒有做過糞便潜血測試
(FOBT)或糞便免疫化學測試 (FIT)；過去三年內

沒有做過糞便去氧核醣核酸檢查 (stool DNA
test)；過去五年內沒有做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
查 (Flexible Sigmoidoscopy)、雙重對比鋇劑灌腸
檢查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電腦斷層
虛擬大腸鏡 (CT colongraphy)；過去10年內沒有
做過大腸鏡檢查 (Colonoscopy)；沒有參加過我
們之前的『腸保健康』講座；可以聽、說、讀、寫中
文；有意願參加這個為期一年的計畫。

符合報名條件者，請事先報名，講座時間為
兩小時。

講座時間: 8月26日下午
2點-4點
地點: 達拉斯華人活動
中 心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75081
報名方式: 請洽電話: (979) 429-3683

每場座位有限，請盡速報名。
講座另提供免費的點心與飲料。由于這個講

座需要所有參加的人先填完問卷才能正式開始，
請大家準時參加，以免喪失參加的資格。
附註: 我們預計之後還會辦幾場講座，如果無法
參加以上講座，也可向我們報名，留下您的姓名
與電話，我們將通知您未來講座的時間與地點。(
亞美供稿)

德州亞裔一起來~遠離大腸癌、腸保健康一輩子!

英文，中文只是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不同在
於: 文化及思維上的差異，只有不斷的學習與吸
收。英文寫作 (written English，或所謂 writing)
比口語 (spoken English) 較注重文法及正式的用

法，所以基本文法要扎實，寫作時自然游刃有餘
。本中心ESL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認真，只要用
心上課，不用再擔心英文說不出口，上課名額有
限，請盡速報名。以下是九月份開課的時間表：

第二冊(上)：週一與週三，上午十點 -十二點，9
月13日開課
第三冊(上)：週二與週四，上午十點- 十二點，9
月14日開課

每期上課週數為 13 週 (9/13–12/12)，不
收費學費，每期僅收報名費$25和教材費$50(可
使用兩期)。課程有說、聽、讀、寫、會話，即日起

接受報名，每班額滿十人才開課。凡年滿18歲，
無分國籍，新移民或舊移民，只要有學英文的興
趣與决心，活動中心一都歡迎報名上課。詳情請
與活動中心聯絡972-480-0311。

成人英文班秋季班9月13日開課歡迎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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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Next
METRO 計劃在本區製定新的交
通計劃. 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邀請您參加即將到來的開
放日

任何人如果需要語言口譯或特殊服務，請您聯繫METRO社區服務的電話713-739-4018, 或者發

送電子郵件至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 我們將盡力滿足您合理的要求

星期三, 七月十九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Humble Civic Center  
Phillip Cezeaux Recreational Center
100 N. Houston Ave.
Humble, TX 77338

星期四, 七月二十號

早上10:00 – 中午12:00 

Acres Homes   
Multi-Service Center
6719 West Montgomery Rd. 
Houston, TX  77091

星期二, 七月二十五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White Oak Conference Center
7603 Antoine Dr.                
Houston, TX 77088

星期三, 七月二十六號

下午6:30  - 晚上8:30 

Sagemont Park Community Center
11507 Hughes Rd.                         
Houston, TX  77089

星期四, 七月二十七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Quail Run Community Center
16748 Quail Park Dr.          
Missouri City, TX  77489

星期六, 七月二十九號

早上10:00  - 中午12:00 

Magnolia Multi-Service Center
7037 Capitol St.
Houston, TX 77011

星期二, 八月一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星期三, 八月二號

下午6:30 – 晚上8:30 

Metropolitan Multi-Service Center
147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星期四, 八月三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Third Ward Multi-Service Center
3611 Ennis St.                                      
Houston, TX 77004

星期一, 八月七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Brays Oaks
8855 West Bellfort St.
Houston, TX 77031

星期二, 八月八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Wyndham Houston West Energy Corridor
14703 Park Row Blvd.
Houston, TX  77079

星期三, 八月九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Hiram Clarke  
Multi-Service Center
3810 W. Fuqua St.                                          
Houston, TX 77045

星期四, 八月十號 

下午6:30  - 晚上8:30 

Judson Robinson Senior Community Center
1422 Ledwicke                         
Houston, TX  77029

星期二, 八月十五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Katy ISD Board Room - Education Support 
Complex
6301 South Stadium Ln.
Katy, TX 77494

星期三, 八月十六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Lone Star College -  
University Park
20515 SH 249, Building 11
Houston, TX 77070

星期四, 八月 十七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Montie Beach  
Community Center
915 Northwood 
Houston, TX 77009

邀請您參加我們

的會議或者發

送您的意見到

METRONext.org.

社區開放日的時間表
請瀏覽METRONext.org查詢有關開放日的日期和METRO的路線信息

07/10,20,27
08/03,10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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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麗清姐追憶麗清姐
驚悉喻麗清姊姊謝世噩耗，我心痛情悲淚眼

望長空。
拜識清姐，緣遇彩雲之南。2003年11月初，

我隨四海華文作家滇西采風團，於6日清晨，乘坐
大巴士，同來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姊妹們，一起從
昆明出發，途經楚雄、大理、保山、芒市，向瑞
麗駛去。

50人，一車同行，在雲南大地上縱情馳騁，
同吃同住半月整。相逢自是有緣，但若要成為朋
友，牽手踏上人生路，僅憑一個相逢，彼此沒有
好感也不行。

我喜歡清姐。她的笑容總在徐徐綻放送溫
暖；她聲音柔和，清耳悅心；她謙恭親切，平易
近人。夠了，雲南一趟，我便悄悄地把清姐種在
了自己的心田裡。

星移鬥轉中，一不留神，我在北美文心社做
了編輯工作。不久，清姐也加入了文心社。我倆
再次相遇，倍感欣慰。

不忘清姐貼在個人專輯裡的第一篇文章是
《像腳花瓶》。見此，我忙細細拜讀。“花瓶”
記述了她在博物館裡的所見所悟。文章的開頭：
“啊，真是靜得太好。一個人，走在淡季的博物
館裡。靜得這樣美，使我彷彿能夠“看見”我的
每一舉步都在推動身邊的空氣，造成一種透明無
聲的流動。”

文尾她這樣寫：“我漸漸了解，為什麼外面
必須是個車馬喧嚷的世界，為什麼要有鳥鳴犬吠
來劃破松竹的清寂──因為在一片極靜當中，我
們的良心就要聽見無數的亡魂來訴說他們的故事

了，而那些故事，是要追索我們感情的債的！”
清姐，文心高潔，文辭雋永，文采照人！
敬重清姐，知恩感恩。只因我有倖為她把其

作品從文心後台轉到前台主頁，她就在電話裡說
過好幾次：“亮亮，你什麼時候來加州，我請請
你！”

特愛與清姐通話，每次都能聽到姊姊喊我的
乳名。每每那份親切，那份暖，足可把漂泊在異
鄉的我，一把拉進故鄉的懷抱裡。清姐常說：
“亮亮，我就喜歡聽你那一口的‘京片子’。”
我答：“少說幾句還湊合了，說多了，純正的膠
東話就不配合了，會不由自主地叨咕出‘我學馬
俗，你商哪個場兒屈了。’（我說馬謖，你上哪
個場兒去了）”聽罷，清姐即哈哈大笑。

清姐的笑聲常在耳畔迴蕩，清姐的墨跡須永
遠珍藏。

“亮亮：你的書終於到了。這書可珍貴了，
郵費比書多出好幾倍哪，好事多磨吧！好書也值
得收到後立即讀起來，剛看完親情篇看得我淚汪
汪的。雖有幾篇在文心社你的博客裡讀過，再看
還是有味兒。幸好你好人好報，如今兒子是三州
州長呢，哈哈。

看你過的苦日子，我們這台灣來的真覺慚
愧。你下筆還這麼溫馨有情，無怨尤無辛辣味
兒。真是難得謝謝您哪！這麼有心寄了兩次，因
這點真情，我讀得很認真的。雖然電腦時代了，
但我還是喜歡讀書，喜歡讀你這類的用真情寫出
來的書。

麗清2012年3月13日”

質樸的語言，透亮的心，知我懂我，唯
清姐這種善心人。

古人說：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
心，面友也。

我慶幸，我珍惜，今生遇清姐，這是多
大的造化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清姐德才兼
備，散文大家，著作等身。

難得自己有散文結集出版，忙敬贈清
姐，懇望指教斧正。料想不到，書寄出後，
遲遲不見回音，經詢問，方知她一直沒收
到。聞此，我二話沒說，立馬奔赴郵局，再
寄一本。

感謝清姐，收到後忙打開即看，並以最快的
速度，送來最真摯的情感。

感激感動感謝！兩週後，清姐又把自己出版
的新書《面具與蛇》寄至我家。我捧在手裡，亟
不可待地翻開了：“博洲先生與亮亮雙正：麗清
寄贈2012.3.28.加州”

清姐知情惜情，從她在我的專輯《兒子的故
事》裡寫下的留言足以證明：“好一個結尾啊！
一不留神？只有北京人想得出，太棒了。

一直想問，文登離登封遠不遠？我去登封看
古代的天文台想到你。”（文登乃我出生地）

友情的珍貴，就在於“心裡有”。又要重複
林語堂先生的名言：“生命中有些時刻，一切似
乎都變得空虛，毫無意義，只有親愛的人對我們
的關心才真正存在。”

清姐呀，身在天國的您，知道此時此刻的亮

亮有多想念您嗎？
清姐呀，您為何走得這麼匆忙，這麼早？知

清姐3歲隨家人由浙江金華抵達台灣，畢業於台北
醫學大學藥學系，您創辦了北極星詩社，並擔任
耕莘寫作班總幹事。移民美國後，您筆耕不輟，
又在舊金山灣區推動牡丹詩會，帶動寫作風潮。
為傳播和弘揚中華文化在異邦的生生不息，您嘔
心瀝血，傾力奉獻。

清姐呀，您剛滿72歲就撒手人寰，給親朋好
友，粉絲及您的讀者留下了無盡的痛與哀思。

親愛的清姐，永遠的清姐，如有來生，再相
聚，您我再續姊妹緣。

注：我家犬子曾任美國翻譯協會，印第安納
州、伊裡諾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President。也就是
清姐所說的“三州州長”。

宋曉亮宋曉亮宋曉亮

【華府新聞日報訊】 「全美台聯風雲人
物」是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為慶祝成立四十週
年而舉辦的表揚旅美台灣鄉親在海外奮鬥，以
及他們對僑界和台聯會所作的貢獻的最高榮譽
獎項。風雲人物名單將於12 日早上在全美台
聯第40 屆年會開幕典禮中揭曉得獎名單並頒
發獎章。主辦單位歡迎華府僑界人士前往參加
觀禮，表達對得獎者崇高的敬意。

年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王燕怡表示，全美台
灣同鄉聯誼會今年進入第 40 年，回顧這 40
年，世局變化波濤洶湧，而台聯會卻能成長茁
壯，著實令人欽佩、欣慰。她說，這次獲頒全
美台聯風雲人物獎的台灣鄉親，滙集了46 位
風雲人物的精彩人生。他們奮鬥的歷程是一幕
幕堅毅卓絕的生活圖像，他們堅持的精神是一
道道鼓舞士氣的生機勃勃，他們成功的故事是

一曲曲激勵人心的生命樂章，值得表揚。
王燕怡接者表示，主辦單位評審時均審慎

衡酌並兼顧參選人特色與地域分布且逐案充分
討論，除對各參選人的具體貢獻事蹟加以審酌
外，亦周延評量參選人是否具有足為表率的高
尚人品及情操，力求評選出名實相符，實至名
歸的得獎人。年會籌備會經過嚴謹的評審過
程，於日前評選出46位得主，將於12日公佈
得獎人名單，由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頒發最高
榮譽獎章給每位得獎人。她說，該獎參選人對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時時關心台灣，處處服
務鄉親」宗旨都相當認同支持，並化為具體行
動實踐，他們愛護全美台聯之精神，以及對僑
社奉獻犧牲之高貴情懷令人敬佩。

王燕怡強調，這次得獎的 46 位傑出旅美
台灣鄉親都是來自全美僑界的菁英，不僅努力

深耕，還影響未來。他們在全美各僑居地勇往
直前、打拼奮鬥、披荊斬棘、突破困境、致力
公益、回饋社會、扎根主流社會，尤其是默默
協助中華民國政府推動國民外交，支持政府參
與國際組織，發揮柔性力量，為台灣爭取國際
能見度，在在做出巨大貢獻，令人由衷敬佩。

得獎的 46 位風雲人物榮耀，不僅是對奉
獻公益的表彰、對推廣文化的肯定、對典範懿
行的推崇、對事業成就的讚賞，更重要的是，
打開了一扇迎向世界的窗，讓我們有機會體驗
多元領域的精彩故事、不同層次的人生旅程。
這次舉辦的頒獎活動，表揚的是擁有堅強生命
力的勇者，以及在別人傾倒時，願意扶持別人
的善行。經由他們的親身故事，讓僑胞學習到
面對困難的人生智慧。這個頒獎活動是獻給所
有離鄉背井在異鄉努力奮鬥的台灣人，並衷心

地表達對於他們的最高敬意。
王燕怡也表示，此獎項除了肯定及表彰積

極參與全美台聯會務外，對推動具有台灣特色
的中華文化發展，豐富台灣文化多樣性，有卓
越貢獻的台灣鄉親，也期望 「全美台聯風雲人
物」是一把不熄的火炬，能夠一棒接一棒傳承
下去，讓世世代代都有新的全美台聯典範立足
僑社，甚至在全球各地得以被發掘、表彰，而
流傳後世，廣受景仰與傚尤，讓 「時時關心台
灣，處處服務鄉親」宗旨，在熾烈的火燄中綻
放熱情、傳遞希望。

「全美台聯風雲人物」 頒獎典禮將於北貝
塞斯達萬豪酒店及會議中心(Bethesda North
Marriott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盛大舉
行，歡迎華府僑界人士前往參加。有意參加盛
會人士請洽何淑妙703-626-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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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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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回顧從軍回顧～～我的以前不是夢我的以前不是夢((下下))
（四）不戰而屈人之兵～心戰廣播：

空軍在台北市仁愛路，興建了一座樓十層的
玻璃帷幕大名叫“空軍官兵活動中心”。遂將空
軍廣播電台遷至頂樓，利於向對岸放送心戰節
目。主目標是 「號召中共空軍弟兄駕機來歸」。
我非常榮幸被選任遷入全新大樓的首任台長，袍
澤們莫不欽羨！被戲稱我是 「空軍最高長官」～
辦公室最高，在十樓之上。(那時對街的福華飯店
還在打地基，附近均無高樓，空軍這座大廈真是
睥睨天下）。

我就任的第一天就覺得不大對勁！早上八點
鐘上班時開機廣播，下午五點鐘下班關機。我找
副台長劉承司瞭解，他說從來都是這樣正常上下
班的。天啦！這是在做心戰啦！這樣大白天廣播
大陸空軍弟兄敢聽嗎！難怪前任台長連續做了八
年，沒來過一架飛機！於是我很快做出決定，把
廣播時間完全翻轉過來，也就是：下班時開始廣
播，至第二天上班時關機。於是同仁們甚感恐
慌，說是來了個“暴君”！從此無法正常上下班
要通宵上夜班了！我知道了不禁哈哈大笑！告訴
他們我已準備好播音系統，今後不再Live廣播，
上班時間錄音製作節目，將製妥的節目帶，交付
機務夜間值班人員播放即可。此一變革反而為同
仁帶來極大便利，因為Live播出必須要有完整的
內容稿以免失誤。而節目錄製時只需要大綱稿，
如有失誤可以隨時改正，是沒有壓力的。而且節
目帶也便於審查和保存。經過實施後同仁均稱便
利，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他們甚至叫我 「親愛的
台長」（不誇張，後來証明確有其事）這也得拜
我曾在軍中廣播電台錄製廣播劇所得經驗。以前
那年代，無論廣播、電視均是Live播出。我大手
筆的全部以製作節目帶方式播出，已開了先例。

我還來不及箸手規劃節目製作方面的工程，
突然被另一切身的工作打住了！原來我是九月底
上任，十月卅一日是本台台慶。適逢建台卄五週
年，算是大慶，加之又喬遷新址，因此廣播電視
協會就告訴我，全國所有廣播、電視台主管們都
要來祝賀並參觀，又是時間緊迫，估計約有數百
貴賓蒞臨。於是我們一面呈報空總政戰部，一面
積極策劃蒐集資料佈置展覽以供參觀，又訂下二
樓“虎賁廳”作為慶祝大會堂及招待賓客場所。

這可真是大事一樁，因為之前還沒聽說全國廣電
主管們，會集體到任何個別電台參訪情事。

十月卅一日我們收到的花籃，不僅擺滿了
“虎賁廳”，延伸至官兵活動中心大廳，甚至擺
到停車場！總部政戰主任陳燊齡將軍與我在大門
迎接。不久“虎賁廳”就貴賓雲集了。我們安排
引導分批上十樓參觀。慶祝典禮開始，我開場致
詞歡迎貴賓蒞臨，簡單的報告電台任務。接著陳
燊齡主任代表空軍，除熱情歡迎外，更感謝廣電
界對空軍的支持與報導，大家均報以熱烈掌聲，
覺得受到空軍的重視與尊重，真是不虛此行，來
賓致詞後，我們搬來了一個五層的大蛋糕。在祝
賀音樂聲中，主任陳燊齡將軍與我合力握一把指
揮刀，共同切生日蛋糕，掀起另一波熱烈掌聲！

正要展開自助餐點之時，空軍總司令烏鉞上
將也趕來了，他不停的對大家表示抱歉，說是被
一個重要的會議耽誤了，大家當然報以熱烈掌
聲，覺得受到空軍方面的重視，沒想到來參觀電
台，同時見到空軍的兩位大家長，是很慶幸的
事。電台老同事更多，在電台這些年，從來也沒
見過政戰主任和總司令來過電台，更別說全國廣
電主管也來齊聚一堂啦！

忙完了超級風光的台慶，回到本題，心戰是
兩岸對峙時期最最重要的項目！尤其在823砲戰之
後，兩岸已無槍砲實戰，唯有以心戰對壘！國防
部在這方面可是費盡心思卯足了全力，成立了心
戰總隊，製作了許多宣傳品，又購買了極為昂貴
的U-2偵察機，成立了兩個特別飛行中隊～黑貓
中隊和黑蝙蝠中隊，趁著月黑風高，飛進大陸說
是蒐集情資，實則多是利用投遞心戰文宣，和大
陸救災總會的救濟物資。因為那超級空偵察機，
高射砲砲長莫及，可是那效果甚微，因為共黨極
嚴格控制人民撿拾或藏匿我方宣傳品，如果是米
糧食物則宣稱有毒！更糟的是，後來向蘇俄引進
飛彈對付！所以之後黑貓、黑蝙蝠多半是有去無
回了。為此更可見心戰廣播之重要！我上任之後
去視察所屬楊梅分台，原來老校長化公，斥鉅資
在新豐山上，建立了一座極大的定向發射台（據
說他還多次親臨視察工程），我們在心戰崗位同
志能不敬業戮力以赴？

因此我全力更新節目，由於當年共黨鐵幕深
鎖，我們更要加強報導台灣民主自由，風土民
情，自由世界現況，以及各種民間故事趣聞等。
也開闢了 「空軍玫瑰」 「飛向自由」等節目引導
他們，以及如何歡迎他們駕機來歸。也邀聘了著
名撰稿人（如我四期同學“杜奇榮”）著名播音
員（如倪蓓蓓～倪敏然之妹）等。我也親自幫忙
挑選音樂，製作節目片頭，同仁們莫不齊心合
力，朝主目標奮進！

據悉中共為防止其官兵飛來台灣，不僅將沿
海機場後撤，限制加油量，更沒有臺灣地圖經緯
度方位。於是我們就特別著重指示台灣位置，還
告訴他們各機場即時飛行氣像等。要在適合飛來
的天氣過來，如果遇到我方攔截機，要做什麼樣

的 動 作 ， 我
們 的 飛 機 會
帶 領 安 全 降
落 更 重 要 的
是 ， 他 人 機
過 來 我 們 會
發 給 黃 金 萬
兩 。 所 以 他
們 沒 聽 到 是
不 可 能 過
來 ， 一 旦 聽
到了就一定想過來！

皇天不負苦心人！不到一年，中共空軍弟兄
吳榮根，果然駕米格機來投誠，舉國歡騰！各大
報刊電視廣播，無不爭先報導！吳榮根還來到本
台參觀致謝。親口講述他是聽空軍電台節目感
動，而下定決心飛向自由！還要求見見節目主持
人。我們當然引見也獻花熱情擁抱！這真是最真
實最感人的心戰成果故事。

於是行政院新聞局，即將當年的廣電金鐘獎
大會中，加入一個 「特別貢獻獎」項，頒給了空
軍電台和中央廣播電台（因我們也送節目帶，請
中央台聯播，但頒獎對像主要是空軍電台）。節
目特別邀請鄧麗君主持。在本?項頒發之前，還由
藝工隊表演一齣 「飛向自由」歌舞劇，然後請吳
榮根頒金鐘獎給我。吳榮根還說了他是聽我們的
節目過來的，要感謝我們讓他獲得自由，台下掌
聲如雷，該我說話了，我的開場白：空軍廣播電
台是一座為苦難中國廣播的電台！～台下立刻響
起熱烈的掌聲還夾雜著歡呼聲！接著我說：我們
的任務是歡迎中共空軍弟兄駕機來投奔自由！台
下又是一陣歡呼和掌聲。然後我說：今天能從駕
機來到的義士手中接下這個自由金鐘，真是天大
的歡喜和榮幸！那台下的掌聲久久不息！鄧麗君
過來拉著我的手說：台長，您講得太好了，太感
人了！我的手都拍痛了。

頒獎典禮台下還坐著總統夫人“蔣方良”女
士呢。不久我被帶進總統府，經國先生召見，嘉
勉後致贈玉照，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光榮，也是給
予我心戰成果的肯定。

由於有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成績，國防
部以為我是廣播方面的“人才”，決定要調我去
播音總隊，好像不答應都不行。我還在猶豫中，
當時播總的總隊長“李慕書”學長（政校一期新
聞系）竟然帶了侍從官光臨電台。他說我是總政
戰部相中的最佳繼任人選，因他已內定調三軍大
學空軍學院政戰主任（少將缺）。但該缺還須稍
待，而播總的副總卻年已屆滿即將退休，問我能
否先屈就副總，待他本人調升後再立即調整我任
總隊長，而且那是決對沒問題的。還有一個好處
是可以先熟悉狀況，因為播總全國有大小分台十
八座，分佈在各大城市、高山、濱海、還有外
島。如能先熟悉業務，將來會更順，讓我仔細考
慮考慮！

空軍電台同仁獲悉亟表反對，他們說我在這
邊是台長，調過去卻是副 「寧為馬首，不為牛
後」力勸我一動不如一靜，其實我知道他們是愛
護我的，而我也真是不忍離開。於是我考慮：其
一、空軍電台我已打下根基，而且很有成效，如
繼任者能循著軌跡操作，必定仍會有良好成果。
所以應是階段性任務完成了。其二、我自忖亦非
天才，只不過做事認真，難得被國防部長官相

中 ， 可
以 去 管
理 一 座
正 規 的
大 電 台
（ 空 軍
電 台 是
非編制內的，而是任務編組單位）進入正規電台
是一個很好的歷練機會。其三、現任總台長已經
親自來說明，這面子也實在夠大！何況也完全不
是‘屈就’，說得好聽點應該是‘禮請’吧。最
後當然是在大家依依不捨中，我選擇了離開僅僅
在任一年多的空軍廣播電台，去播音總隊赴任。
我離開後緊接著又有中共飛行員王學誠、孫天勤
等等，說是聽空軍廣播電台節目飛過來的。可見
改革後，成就是延續的。

許多事情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原先計劃李
總隊長調升空參大一案，因郝總長突發奇想，指
示凡要調升將軍的，必須要有戰爭學院學資。我
們業科班的幾乎都沒去受過訓！李總隊長正好被
卡住，只得留任到限齡退伍，才能移交給我。他
直說對不起我，但對我來說並沒甚麼吃虧，階級
一般大，責任卻輕得多，加之他又對我十分禮
遇，真的很好辦事呢。在他退伍時，總政戰部本
想直接發佈由我 「真除」，不料空總送來一人員
資料，要同時送呈遴選。這時已是許歷農上將擔
任總政戰部主任，他立刻召見我對我表示歉意！
他說我們知道你很能幹，可惜你年紀比較大比較
吃虧，如果挑選你只能做不到兩年，另外一個比
較年輕許多，至少可以做到三年，那就委屈你，
我們得挑選年輕的了。還當場致送有他名字的上
將錶一隻，並問可要代為安排退休後工作？我連
稱謝退出，也謝了他代安排工作。向他報告因為
中華電視台已預約要我去組織成立 「華視兒童合
唱團」的緣故。～新到旳總隊長竟然是政幹校本
科班一期大學長，他怎麼會比我年輕呢？原來他
是申請更改年齡，將出生年月19年改為23年次成
功。他上任後也極為禮遇我，相處極為融洽，合
作十分愉快。

民國75年6月，我在軍中服役屆滿30年，於
國防部播音總隊軍中廣播電台退伍，收到本台及
分台許多珍貴贈禮，唯其中一塊銀牌寫著：

『副總隊長賴上校榮退留念
你已播下了種子
我們會繼續耕耘
總有一天
會開花結果
軍中之聲的同仁們
永遠懷念您
永遠祝福您
國防部軍中播音總隊全體同仁敬贈』

這就是我服務軍中 30 年的最佳註
腳。我非常寶貴它，是因為它非一般官
式的，而是發至於 「全體同仁」的心
聲，我不敢說有甚麼貢獻，但它証明了
一件事，就是我在 『軍中』確有盡微
力，留下了一點可以永續開展的東西。

（補記：）
去年（民國 1O5 年）空軍廣播電

台，慶祝建台 70 週年，特別邀約同仁
歡迎餐會。餐會召集人前空軍電台副台
長‘吳東權’～他可是軍中著名的文學
作家，他把我請上台，大大的表揚一
番！說是空軍電台建台以來，最有貢獻
的台長，還真令人汗顏！（吳東權是一
期新聞系學長）

賴乾驊賴乾驊賴乾驊

我設計繪製的大鵬劇校校徽我設計繪製的大鵬劇校校徽

退伍時播音總隊同仁致送的紀念銀牌退伍時播音總隊同仁致送的紀念銀牌

空軍電台榮獲空軍電台榮獲 「「特別貢獻特別貢獻」」 金鐘獎金鐘獎 風雨生信心～三軍大樂隊伴奏大閱兵風雨生信心～三軍大樂隊伴奏大閱兵 海內外前劇校學子相約來我家會餐後合影海內外前劇校學子相約來我家會餐後合影

駕機來歸的吳榮根到空軍電駕機來歸的吳榮根到空軍電
台台，，受到熱情歡迎受到熱情歡迎

軍中電台新任總台長與節目部主任軍中電台新任總台長與節目部主任

空軍廣播電台空軍廣播電台7070週年餐會週年餐會，，一期大一期大
學長吳東權學長吳東權，，特別表揚我是最有貢特別表揚我是最有貢
獻的台長獻的台長，，甚感汗顏甚感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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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and 
his military advisors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adopted new 
sanctions in response to Pyongyang’s ICBM tests
North Korea conducted long-range ballistic mis-
sile tests on July 4 and July 28
The measures aim to make it harder for North 
Korea to make money across the globe
PYONGYANG, North Korea - Vowing to launch 
violent attacks, North Korea slammed the latest 
round of sanctions approved by the United Na-
tions.
On Monday, the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issued 
a statement calling the sanctions a “violent vio-
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a “frontal attack.”
The statement comes after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adopted new sanctions on 
Saturday in response to two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by North Korea last month, conduct-
ed on July 4 and July 28.
The sanctions would make it harder for Pyong-
yang to make money across the globe and target 
North Korea’s primary exports including coal, 
iron and seafood in an attempt to cut off its ad-
ditional revenue streams by targeting some of its 
banks and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companies.
Lashing out against the sanctions, North Korea’s 
state-run KCNA news agency said that the coun-
try seriously condemns and completely rejects 
the UN sanctions.
KCNA said, “Our continue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were stern warnings to the 
U.S., who is doing reckless military adventure 
and dirty sanctions against us while sitt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There is no bigger mis-
tak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ing that its land 
is safe across the ocean.”
Meanwhile, speaking in Manila,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should con-
sider the new sanctions as a stern messag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is united in its 
commitment to see a Korean Peninsula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At a regional security meeting in the Philippines 
capital, Tillerson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We 
hope again that this ultimately will result in 
North Korea coming to a conclusion to choose 
a different pathway, and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that we can sit and have a dialogue around 
the future of North Korea so that they feel secure 

and prosper economically.”
Commenting on how long Pyongyang would 
need to stop launching missiles or if they would 
need to start dismantling their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efore talks, Tillerson said, “We’ll know 
it when we see it.”
He explained, “The best signal that North Korea 
could give us that they’re prepared to talk would 
be to stop these missile launches. We’ve not had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where they have not 
taken some type of provocative action by launch-
ing ballistic missiles.”
Adding, “This isn’t about a specific number 
of days or weeks. This is really about the spir-
it of these talks and when they can demonstrate 
they’re ready to sit with the spirit of finding a way 
forward in these talks by no longer conducting 
these missile tests. It is all about how we see their 
attitude toward approaching a dialogu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now, the U.S. has maintained that 
it would agree to talk only if North Korea agrees 
to denuclearization - something many analysts 
believe is unlikely.
The White House said on Sunday that Trump 
spoke to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 about the 
sanctions and “affirmed that North Korea poses 
a grave and growing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as well as to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outh Korean news agency Yonhap and broad-
caster YTN said that Tillerson’s counterparts 
from Seoul and Pyongyang are also in attendance 
and briefly addressed the media at a gala dinner 
Sunday night.
Reports pointed out that while South Korea’s 
Kang Kyung-wha and her North Korean counter-
part Ri Yong Ho held a brief conversation, it was 
unlikely to lead to a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The conversation, however, represented the first 
known high-level encounter between the two 
Koreas since South Korea President Moon Jae-in 
took office in May.
A report in South Korean news agency Yonhap 
quoted an unnamed government source as saying 
that Ri told Kang during their meeting on Sunday 
that South Korea’s offer of talks “lacked sincer-
ity.”
Ever since his appointment, the new South Ko-
rean Presidency has been calling for greater dia-
logue with Pyongyang in order to defus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John Delur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Yonsei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eoul pointed 
out, “Ultimately, President 
Moon Jae-in is a strong 
believer on dialogue and 
wants to get things on a 
different track with North 
Korea.”
In all this, China, which 
faces pressure as it is 
North Korea’s main ally, 
has said that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
la had reached a “critical 
point of crisis,” but added 
that it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negotiation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Sanctions are necessary but in no 
way the ultimate purpose. Imposing 
fresh sanctions is aimed at bringing 
the conundrum back to the negotia-
tion table.”
Further,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condemn-
ing the missile tests and calling 
for “the 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new sanctions come at a 
time when weapons experts have 
claimed that the two intercontinen-
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s) fired 

by North Korea last month were theo-
retically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main-
land United States.
Experts have added that if they were 
both fired at a lofted angle, they would 
be likely to avoid hitting land (both 
ICBMs landed in the waters off the 
coa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 has argued that its weap-
ons program is the key to preventing 
U.S.-led attempts at regime change.
The July missile tests have shown that 
Pyongyang may have passed an im-
portant threshold in its quest to obtain 
the ability to hit the U.S. with a nucle-

ar warhead. (Courtesy http://www.chi-
nanationalnews.com/news/) 

China Says It’s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For New North 
Korea Sanctions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Ri Yong 
Ho, left, is greeted by his Chinese coun-
terpart Wang Yi prior to their bilateral 
meeting in the sidelines of the 50th ASE-
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and its 
Dialogue Partners Sunday, Aug. 6, 2017 
in suburban Pasay city, south Manila, 
Philippines. Photo: AP
China will pay the biggest price from the new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because of its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untry, but will always enforce the resolu-
tions,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imposed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on Saturday that 
could slash its $3 billion annual export revenue 
by a third.
Speaking at a regional security forum in Ma-
nila on Monday, Wang said the new resolution 
showed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opposition to North Korea’s continued missile 
tests, the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uesday.
“Owing to China’s traditional economic ties with 
North Korea, it will mainly be China paying the 
price for implementing the resolution,” the state-
ment cited Wang as saying. 
“Bu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national non-pro-
liferation system an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a will as before fully and strictly properly 
implement the entire contents of the relevant res-
olution.”
China has repeatedly said it is committed to en-
forcing increasingly tough UN resolutions on 
North Korea, though it has also said what it terms 
“normal” trade and ordinary North Koreans 
should not be affected.
 The latest UN resolution bans North Korean ex-
ports of coal, iron, iron ore, lead, lead ore and 
seafood. It also prohibits countries from increas-
ing the numbers of North Korean laborers cur-
rently working abroad, bans new joint ventures 
with North Korea and any new investment in cur-
rent joint ventures.
Wang said that apart from the new sanctions, 
the resolution also made clear that the six party 
talks process, a stalled dialogue mechanism with 
North Korea that also includes Russia and Japan, 
should be restarted.
That was promise that all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ade, including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ich ought to be carried out, 
Wang added.

Door Open For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Speaking at the same forum on Monday, US Sec-
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held a door open for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saying Washington 
was willing to talk to Pyongyang if it halted a 
series of recent missile test launches.
Tillerson’s comments were the latest US attempt 
to rein in Pyongyang’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
grams after months of tough talk from US Presi-
dent Donald Trump.
“The best signal that North Korea can give us 
that they are prepared to talk would be to stop 
these missile launches,” said Tillerson, adding 
that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were open 
to Pyongyang. He also said any dialogue would 
deal with how North Korea can “feel secure and 
prosper economically.” (Courtesy sino-us.com)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peaking in Manila, The 
Philippine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outh Korea President Moon Jae-in took office in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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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台禪寺一百零六年度參加中台禪寺一百零六年度20172017..0808..0404--0606))在家菩薩戒記在家菩薩戒記
美國普德精舍學員 傳德(楊德清)

楊氏太極拳舉辦楊氏太極拳舉辦
女子自衛術講座女子自衛術講座

百忙萬里赴中台
求授在家菩薩戒
八方戒子四千人
各大殿堂座滿排
掛單各寮有通舖
盒飯相傳就地齋
戒師出入塵杖護
排班立迎大氣派
四不壞信細宣講
六重二十八輕戒
懺悔發願頂戴受

臂上燃香供如來
香花迎請佛菩薩
天龍護法戒壇來
三師諸問眾隨答
傳授證明菩薩戒
戒法相體今成就
菩提道上邁新台
四宏誓願永牢記
自利利他永不衰

來自台灣和世界各地的中台禪寺各地區
精舍的學員共3997人，其中男眾共960人，
女眾共 3037 人參加此次戒會求受菩薩戒。
據說這次戒會籌備時間只有兩週，消息發出
三天之內就收到了4700 多份報名，由於場
地限制，擇取 4200 人，但有部分學員因故
沒有報到，實際受戒人數是 3997 人。佛法
的興旺如同盛唐時期，堪稱世界之首。戒會
的圓滿要衷心感謝中台禪寺的全體法師和眾
多義工菩薩們的發心護持。成就一場戒會不容
易，上次是六年前，惟覺和尚還在世，這次導
師圓寂了，弟子們居然也把傳戒法會辦得這麼
圓滿，說明老和尚的佛法已經被弟子們成功地
接過來了，在成功地往下流傳，老和尚在常寂
光中也應該是非常欣慰，非常歡喜的。

認識十六年的見穎師父現在是中台禪寺法
務副住持，這次擔任說戒教授法師。十六年前
，初來美國定居的第一站，就是在佛門寺打了
兩個禪七。第一個七是請了惟覺和尚從台灣來
主七，當時見護法師是住持，見工師父是知客
，見穎師父也是常住，當時師父擔任監香法師
，我剛從北京來就參加禪七還有時差，坐香開
始了我不知道，睡過頭了，見穎師父到寮房把
我從床上叫醒，從那時候認識了師父。後來見
穎師父被派到普德常住，師父為人隨和謙遜，
並在Rice大學 獲得了博士學位，但在普德時常

常到大寮做飯，做很多寺務。前
幾年被派到太谷精舍任住持幾年
，今天又高興地看到師父榮陞法
務副住持，聽到師父精彩的說戒
，真為師父修行上的成就而高興
，敬佩。

受了菩薩戒，就像是生命中
的一個新的起點，修行需要按更
高的標準，按照作為菩薩的標準
來要求自己，行菩薩道，心中時
刻要著別人，不能光顧及自己的
利益，要時刻考慮到他人乃至所
有眾生的利益，自覺覺他，自利
利他。遇事當想若是菩薩會怎麼
做，若菩薩會做的就去做，若菩
薩不做就決不能做。大智文殊，

大行普賢，大悲觀音，大願地藏四大菩薩就是
最好的學習榜樣。提到菩薩，好多人都很羨慕
，敬佩菩薩的神通智慧，殊不知他們在因地有
多麼超乎常人的行願，釋迦牟尼佛為忍辱仙人
時曾被人割宰身體，也不起嗔恨心。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度萬行修行
圓滿了才能成為真正的菩薩。文殊菩薩代表大
智慧，具有真正正確的知見；普賢菩薩十大願
王裡只恆順眾生這一項要做到就很不容易；觀
音菩薩專門尋聲救苦，哪裡有苦，哪裡需要救
助就哪裡去，我們俗人專門尋求別人的幫助，
缺乏幫助別人的考慮；地藏菩薩專
門救助地獄道的極苦眾生，而且地
獄不空誓不成佛，與他一起發願修
行的道友都早成佛了，他還不取正
覺，相比著我們有一點利益沒有得
到，或得到晚一些就不高興，差距
是多麼的大。我們要以菩薩為榜樣
，以菩薩的做法做事，待人，這樣
才是正確的用功修行方向。
會上好幾次都深深地感動，淚水不
止，覺得莫非是宿世有願，今生方
能有此機會，今生今世，乃至來生
來世，盡未來世要誓行菩薩道，直
至成佛。正像見穎師父說戒時講到
的祖師的詩偈所說：

禪觀誰作石龍頭
龍口湯泉沸不休
直待眾生塵垢盡
我方清冷混常流

桶底脫時大地闊
命根斷處碧潭清

好將一點紅爐雪
散做人間照夜燈

依依不捨地離開中台禪寺，遠遠遙望，人
生開始了新的旅程……

這次時間太倉促，因為生活中太忙，有太
多的工作要做，沒時間多停留。臨走前在山門
大殿禮佛告假時，遙向已圓寂的開山祖師惟覺
安公老和尚靈骨三拜，心中也哀念見消法師，
都沒時間去靈臺禮拜。也向祖國故鄉的方向遙
向爹娘的墳墓三拜，覺離得這麼近了都沒能回
國瞻禮看望，充滿了內疚。

楊氏太極拳舉辦女子自衛術講座(OPEN HOUSE)歡
迎大家參加！

近期休斯頓中國城連續發生針對華人、亞裔，特別
是針對華人婦女搶劫事件縷縷發生！楊氏太極拳中心確
定在 8/12-2017 星期六上午 10 點-11 時在休斯頓 9730
TOWPARK -115室訓練館舉辦免費女子自衛術講座。

有楊俊義老師主講！本次活動主要有美國楊俊義永
年太極拳中心主辦，美南山東同鄉會協辦！歡迎大家光
臨！

Add: 9730 Town Park Dr、#115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878-3538

美國德州休斯頓普德精舍四十多位中英文學員美國德州休斯頓普德精舍四十多位中英文學員，，在見勉法師的帶領下赴會求戒在見勉法師的帶領下赴會求戒

站在中台禪寺山門站在中台禪寺山門，，放眼望去放眼望去，，普里的秀普里的秀
麗山色盡在眼底麗山色盡在眼底。。普里鎮據說大大小小共有普里鎮據說大大小小共有
10001000多家不同的道場多家不同的道場，，堪稱世界宗教聖地堪稱世界宗教聖地。。這這
裡朝霧晚雨裡朝霧晚雨，，藍天白雲藍天白雲，，風景如畫風景如畫，，氣候宜人氣候宜人
，，是修行的好處所是修行的好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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