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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德州分會全體志工恭祝大家

日日祥和、事事如意、歲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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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身、細爪扒豆苗、皇帝蟹軟殼炒飯、椰汁
糕，共 $388 元。

另外，「 鳳城海鮮酒家 」 也為大家準
備了應節的「 龍蝦套餐」，道道菜精緻，夠
份量。 如：

龍蝦套餐（  8 人 ）包括： 鳳城鱸魚羹、
椒鹽焗中蝦、豉椒紅花蚌、蟹肉扒菜苗、湖
南斑塊、薑蔥雙龍蝦煎麵、精美糖水。

龍蝦套餐（ 5 人 ） 包括： 鳳城鱸魚羮、
姜蔥焗雙龍蝦、蟹肉扒菜膽、招牌秘制骨、
湖南斑塊、香滑椰子糕。

象拔蚌龍蝦套餐（ 10 人 ）包括： 鳳城
鱸魚羮、北京烤鴨、宮保焗雙龍蝦、特式泰
皇雞、韭菜花炒象拔蚌、招牌秘製骨、清蒸
龍利及香芒布丁。

龍蝦套餐 （ 6 人 ） 包括： 鳳城鱸魚羮、
宮保焗雙龍蝦、蟹肉扒菜膽、鳳城精巧骨、
湖南斑塊、精美甜品。

「 鳳城海鮮酒家 」 除了上述的皇帝蟹
套餐及龍蝦套餐外，也推出春節酒席及新年
發財小菜。「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
擺酒六十桌，還有多間 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
酒席。「鳳城海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Houston , TX 77074, 訂座電話：（ 
713 ）779- 2288

為烏有。美國幾乎又回到 1987 年的慘狀。而
台灣花蓮也遭遇強度 6.5 級的強裂地震，造成
九死逾 260 受傷，造成花蓮統帥大飯店等多楝
建築物倒塌、傾斜，而 2 月 7 日晚間又發生芮
士規模 5.7 級餘震，全台都有震感 --- ，這
一連串的天災人禍不禁讓人想起觀音菩薩心靈
法門盧軍宏台長在年前對 2018 的一些忠告和
預測 : 

師父開示 2018 年的註意事項……師父預
測今年的流程。答：當心一點了，天災人禍都
不斷，因為 2018 年最主要還是心靈年，心靈
的年，人的心一壞的話馬上倒黴，所以師父稱
它為“心靈年”。在 2 月 11 號我們的新的法
會上我會講的，雖然現在天災人禍不斷，但是
2018 年尤其可怕的是心靈的變換，如果一個人
心靈不好，馬上倒黴，想不通馬上生病，想得
通馬上解脫，就這樣的（那我們要如何祈求菩
薩慈悲加持我們，讓我們能夠過好我們的心靈
呢？）對呀，你就戒定慧呀，守戒呀，像你們
一定要守戒。

比方說你們聚在一起，要麽就學 bhff，不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皇帝蟹堪稱海鮮類的「 
皇帝 」！您只要看它盤據在魚缸裡的盛況，一整隻
皇帝蟹幾乎佔滿了整個魚缸，您就了解它的價值不
菲其來有自。很多酒樓只放一，兩隻在魚缸裡，作
為鎮店之寶，有誰像「 鳳城海鮮酒家」 馮海老闆的
大氣魄，一口氣進了三十多隻，隻隻又肥又大，令
人嘆為觀止。並為了這位「 皇帝蟹 」，新開創了一
套「 皇帝蟹套餐」，將這個「渾身是寶 」 的皇帝
蟹作成一盤盤令人嘆為觀止的人間美食。

「 皇帝蟹套餐 」（ 6 人份 ） 內容包括： 金湯
蟹肉蘆筍羮、香檳鵪鶉、蒜蓉皇帝蟹腳、金沙皇帝

（ 休士頓 / 秦鴻鈞 ）2018 年剛開始，即
天災人禍不斷，首先是美國股市暴跌，一周內
跌破千點，影響全球，幾千億的資金一夕間化

許講任何無聊的話題，一講無聊的話題，馬上
要有人站出來說“不要講”。因為只要你們共
修，護法神就會在邊上，誰要是講一個無聊的
話題，讓大家笑了，我告訴你，你今天不是白
來了，你可能一個月的功德都沒了。跟佛法沒
有關系的話題不能講，就這麽簡單（如果我們
在共修 bhff 時，偶爾講一些笑話，讓大家法
喜充滿，可不可以，師父？）不可以，絕對不
可以，我告訴你，你們掌握不好這個度的。你
要是講一個笑話，讓人家想偏了，你就是下流
了，你就是罪魁禍首，你完全就是等於下地獄
的業障了，你讓兩個女的……你是沒有講下流
話，但是讓人家去想了，你叫意識下流。不能
講，尤其在男女之間不能講，雖然沒有下流，
但是無聊的，跟 bhff 沒有關系的，不能講，你
要是講，你有本事像師父一樣講，全部是講的
佛法當中的笑話。

 什麽東西你講得出來嗎？你又講不出來
（比如說，有些比較法喜的形容詞，讓他們法
喜一下可以嗎？）你自己掌握不好這個度，你
一定會出事（明白）等到你跟那個女的一樣走

的時候……你都不是沒看見，好幾個人就是口
業造得太重走掉了。等到你躺在床上的時候，
你再想想，你今天問我這些話，你有沒有這必
要去講。法喜，什麽叫法喜啊？你把經文讓人
家學到心裏，bhff 學到心裏，人家自然法喜，
要你去講這種話讓人家法喜啊？（是啊，對
的）你去講，尤其男男女女，如果全是男的，
你們講好了，你男男女女在一起，不許講（聽
得懂，感恩師父）

不能穿麻質的衣服，會影響長輩…有些衣
服的材質是棉的，有些是麻的。有一種說法
是，穿麻的衣服有一種披麻戴孝的意思，有這
個意思嗎？……答：不好的。穿麻——披麻戴
孝了，當然不能穿麻的，影響長輩的啊！

學佛人什麽都不怕，不要有太多風水上的
禁忌……答：學佛的人你怕什麽啊？什麽忌紅
忌黑的……很多人不就是鬼天天上身，你不害
怕啊？學佛的人不要去想這麽多。黃歷，子、
醜、寅、卯、辰、巳、午、未……一算，每天
這個樣、那個樣，你還活著啊？你怎麽活啊？
你活得了嗎？

「 鳳城海鮮酒家」新推出「 皇帝蟹套餐 」
並隆重推出春節酒席及新年發財小菜

觀音菩薩心靈法門盧軍宏台長對 2018 年的一些忠告和預測

皇帝蟹軟殼炒飯
魚缸中的「 皇帝」--- 皇帝蟹

乾宮保龍蝦 蒜蓉皇帝蟹腳

金沙皇帝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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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
Houston Press 評為 2015 

& 2016 最佳中餐館獎
為迎接農曆春節及 Super Bowl 期間，

隆重推出春節酒席及新年發財小菜

羅榮華醫師 為您的健康把關
跌打足療中心

是您新生命的起點

羅醫生在休士頓八年（2009 年開業至今）
的行醫過程中，不知凡幾，但羅醫生認為行醫
濟世救人是他的本份。

藝術家性格，歌喉出眾
熟悉羅醫師的人，不論年齡大小，都喊他

一聲「 華哥 」！華哥在休士頓除了是品酒的
高手，他的歌喉更馳名加拿大，美國，除了曾
經是國慶節被請上加拿大電視台高歌外，休士
頓的大小集會，也常聽到他令人驚艷的歌聲。
性情中人的他，雅愛音樂，藝術，是大家的好
朋友，也因為他的隨和，不做作，每個與他相
處過的人，都難抵他性格的魅力，令他知交滿
天下。

生命無常，失去健康失去一切
我們周遭常見的實例如：2010 年搖滾樂明

星麥克• 傑克森一生精彩，卻英年不敵病魔，
2011 年美國蘋果電腦的創始人賈伯斯，以 55 
歲之英年，死於胰腺癌。他們打拼一生，遺下
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美金的遺產，自己卻無法分
享分毫，還有許許多多我們周遭閃亮發光的人
物，一場中風，或心肌梗塞，人生由彩色變為
黑白，迎接他們的是漫長的復健歷程，令人遺
憾。

平日的保養，勝過日後的延醫治療
「跌打足療中心 」 的負責人羅榮華醫師，

強調平日的全身保養，勝過日後的延醫治療。
他說：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尤其是上班人士，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 28 年，「 
鳳城海鮮酒家 」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
陳出新，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
菜，獨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
名，在美國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
美食，品嚐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周末時間，
鳳城門口的停車位，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
口大排長龍，這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
裡面等著他的正是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 鳳城 」 為迎接即將來臨的春節，推出
春節酒席（ A ) 及（ B ) 兩種，每一道菜都配
上吉祥喜氣的「好意頭 」 的代表詞。如「 春
節酒席 」（A ) 包括：年年有餘（ 菊花鱸魚羮 
），人人蜜運（ 雀巢蜜桃蝦球 ），萬事勝意
（ 生菜蠔豉鬆 ），富甲天下（ 北京烤鴨 ），
金枝玉葉（ 蟹肉扒豆苗），喜氣洋洋（鐵板
牛柳 ），大吉大利（ 清蒸龍利），黄金滿屋（ 
揚州炒飯），甜甜蜜蜜（ 賀年糕點 ）。「 春
節酒席」（B ) 包括： 滿堂吉慶（四式冷盤），
喜鵲報喜（茶壺竹絲鷄靈芝湯 ），富甲天下（ 
北京烤鴨），萬事勝意（生菜蠔豉鬆 ），包
你有餘（ 鮑魚片白菜苗 ），金枝玉葉（蟹肉
扒豆苗 ），龍馬精神（薑蔥焗雙龍蝦 ），大
吉大利（ 清蒸龍利），黄金滿屋（ 揚州炒飯 
），甜甜蜜蜜（賀年糕點 ）。

「 鳳城 」 還為春節推出「發財鮑魚盤
菜」，用鮑魚，花膠，瑤柱，海參等名貴食材
20 種精製而成，每份足夠 五人食用，歡迎預
定。另外，「鳳城」也推出新年發財小菜，陪
您過年，每道菜皆有一吉祥名，如： 風生水起（ 
撈起），發財好市（ 髮菜蠔豉 ），富甲天下（北
京鴨），萬事勝意（ 生菜蠔豉鬆 ），鴻運當
頭（ 蒜子魚頭煲 ），包羅萬象（ 日式響螺貴
妃鷄 ），金磚玉砌（ 玉子豆腐 ），金銀滿載（ 
粟米魚肚羮 ），嘻哈大笑（ 椒鹽大蝦 ），玉
龍賀歲（ 鳳城玉龍卷 ），年年有餘（ 湖南斑
塊 ），喜氣洋洋（ 枝竹羊腩煲 ），一本萬利（ 
清蒸龍利 ），龍馬精神（薑蔥龍蝦）。

「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
桌，還有多間 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鳳城海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 座 電 話：（ 713 ）
779- 2288

睡眠品質不好，有的人即使好好睡上一覺，也
無法消除累積多日的勞乏。這時，就要找「跌
打足療中心 」的足療師，按摩師，把你個人
的情況對按摩師說一說，他們能針對不同人的
情況，單獨針對他的毛病作按摩，治療。效果
極其顯著。他們對您的建議是： 每周作足療
二至三次，從泡腳開始，由可活血，消毒，活
絡神經，泡在溫熱水中，使您全身放鬆，再「 
摳經點穴」，對您腳底的各反射區，進行按摩
推拿，作完後神清氣爽，有用不完的精力，全
身疲累全消，只有深諳個中三昧者，知道「 
足療 」 對身體的好處，簡直比吃了「 大補丸 
」 更有效力。

從 2009 年開業至今，「 跌打足療中心 」 
一直讓任何人都能負擔的價格，一百元六次，
一百五十元十次的平價，優惠各界，希望以足
療保健，調理我們因工作勞損的身心。

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醫術超群
「 跌打足療中心」 由全美註冊針灸師，

德州註冊脊椎醫師聯合主診，由廣東四大名醫
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羅榮華醫師，從小就精通醫術，小學還沒
畢業，就通曉二百多種藥草，63 年去農村，
去哥哥的農場拜師學習，他又在 67 年開始學
武術，跟了好幾位師父，其中一位即為廣東四
大名醫李廣海。

擅長中醫外科的羅榮華醫師，多年來一直
都在行醫，從加拿大到美國，他專精跌打背、
腰、腿扭傷、脊椎病、肩肘炎、腰腿痛、關節
痛、手腳痛、麻木及坐骨神經痛等等，多年來
休市許多名人，盤骨，脊椎移位或五十肩，都
被羅醫師治好了。

談到「 跌打足療中心 」 的「足療」，羅
醫師認為：足療的好處，在於「 內病外治 」，
調理五臟六腑，由按摩的手法，在反應區作各
種配合，可治頭疼、失眠、氣喘、消化不良、
糖尿病、腰痛、生理不順、腹瀉、便秘……等
數十種病症，但也有禁忌，如懷孕婦女、女性
經期來、剛動過手術或中風、半身不隨者不
宜。

「 跌打足療中心 」 位於中國城的中心點
上，百利大道與 Ranchester 的交口， 惠康超
市南側，「 茶典子 」 隔壁。該中心內部寬敞，
有腳底按摩房，也有分開的全身指壓房，該
「 跌打足療中心 」 每周開七天，從上午十時
至晚間十一時，地址：9198 Bellaire Blvd. # C, 
Houston,TX 77036, 電話：（713）272- 8838

圖為「鳳城海鮮酒家」東主馮海先生（右），與「 美南
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與來自紐約的
齊飛龍大師（中）合影於「 鳳城超級盛宴」上。（記者
秦鴻鈞攝）

圖為「鳳城海鮮酒家」專為過年推出的「發財鮑魚盤
菜」。

圖為「鳳城」獨家新推出的「乾宮保龍蝦」。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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