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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旅 館 公 會 14 日 於 金 冠 海 鮮 酒 家 歡 送 即 將 榮
調回台的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和經文處秘書
黃 鈺 程 ﹐處 長 陳 家 彥 等 人 出 席 參 與 ﹒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廣 告
星期六

方脈
仁濟中醫針灸
仁濟中醫針灸 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
跌打 推拿 中醫男女專科

主
治

各種痛症﹑
頸椎病﹑
坐骨神經痛﹑
面神經麻痺﹑
肩周炎﹑
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
戒煙﹑
戒酒﹑
減肥﹑
增加腫瘤病人體質﹐
減少化療副作用﹒

女性專治﹕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女性不孕症（原發﹑
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
生育期﹐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
﹑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
失眠﹑
盜汗﹑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代煎中藥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 煌 廣 場 內）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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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農工大學郭育教授當選
為 2018
2018--2019 年度電化學學會
年度電化學學會（
（ECS
ECS）
）會長
(本報訊) 來自台灣目前任職於德州農工
大學（Texas A&amp;M University）陶氏冠名
教授郭育博士當選為 2018-2019 年度電化學
學會（TheElectrochemical Society, ECS）會長
， 這 是 ECS 協 會 (https://www.electrochem.
org/)成立 116 年歷史上首位華人會長。ECS
協會的使命是推進電化學和固體科學技術以
及相關學科的前沿理論和實踐。目前，ECS
協會擁有來自全球 80 多個國家，約 10,000 名
個人會員及 100 多家企業和實驗室的企業會
員。
ECS 協會的創始會員包括很多傑出的科
學家和工程師，例如首次實現人造石墨商業
化的科學家 E. G. Acheson、美國最大化學公
司-陶氏化學公司(The Dow Chemical Company)的創始人 H. H. Dow、霍爾鋁工藝製造的
發明者 C. M. Hall 及發明“Weston Cell”成為
世界電壓標準的 Edward Weston 等。其他著名
會員如 Thomas A. Edison (愛迪生)於 1903 年加
入該協會並享有 28 年的會員資格，另英特爾
(Intel Corporation) 的 聯 合 創 始 人 戈 登·摩 爾

（Gordon Moore）於 1957 年加入 ECS 協會
電子分部，他於 1965 年首次提出摩爾定律，
即半導體芯片上集成的晶體管和電阻數量將
每年增加壹倍（後來修正為每 18 個月增加壹
倍）。
郭育教授畢業於臺灣大學並且獲得哥倫
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曾在工業界從事技術研
究 近 20 年 ， 包 括 任 職 於 紐 約 的 IBM T. J.
Watson 研究中心及矽谷的數據通用半導體分
部 （Data General Semiconductor Division） 等
企業。郭育教授於 1998 年加入德州農工大學
，並建立了著名的薄膜納米和微電子研究實
驗 室 ， 為 德 州 農 工 大 學 （Texas A&amp;M
University）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教授與電氣工
程系陶氏冠名教授。
郭育教授是納米和微電子研究科學的先
驅者。他在集成電路、平板顯示器、固態白
熾燈、非易失性存儲器等離子技術、以及薄
膜材料製程等領域的研究，取得了許多世界
記錄和技術突破，對學術界和工業界均有極
其深遠的影響。尤其今年是積體電路 IC 發明

60 週年，中華民國科技部在今年下半年舉辦
系列活動 「IC60- I See the Future」之際，科
技部陳良基部長恭賀郭育教授當選電化學學
會（ECS）會長，並感謝他對台灣的半導體
TFT LCD 平板顯示器工業的傑出貢獻，郭育
教授曾經為前行政院孫運璿院長提供有關平
板顯示器最初發展的諮詢，他的 TFT 著作已
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教科書，廣泛的應用於
世界各地的大學和企業。
郭育教授也是公認的技術領導者。他曾
在全球各重要學術團體及政府機關擔任董事
會成員和顧問，包括 ECS 協會在內的眾多學
術協會、美國國家科學院、大學、企業和各
國政府部門等。郭育教授曾獲多項殊榮包括
2015 年 獲 頒 摩 爾 勳 章 （Gordon E. Moore
Medal） 、 ECS 會 士 (Fellow)、 IEEE 會 士 、
AVS 會士、ECS 電子和光子獎、多項 IBM 研
發獎項、德州農工大學傑出研究和創新獎與
會議論文獎等。郭育教授並榮聘為臺灣國立
交通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以及多次應邀擔任
會議主題演講。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暨中南美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年會在巴拿馬隆重開幕

(本報訊) 6 月 2 日，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
和平統一大會暨中南美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年會在巴拿馬隆重開幕。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副會長萬剛、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海外部美大

處處長郭兆祥、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海外部部長王雲波
等二十多位領導組成的參會
團、中國駐巴拿馬大使館魏
強大使、巴拿馬政府代表、
民革中央聯絡部李藹君部長
、外交部港澳台司丘德彬司
長、廣東省僑務辦公室黨委
書記雷彪、及中南美洲幾十
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代表
近三百人出席會議。.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
會長萬剛致辭；高度讚揚了廣大旅居拉美的華
人華僑長期以來對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時刻不
忘，積極投身反獨促統的活動，致力於推動兩

德州農工大學郭育教授

岸關係和平發展，以實際行動向外界傳
遞出海外僑胞反對“台獨”、支持祖國
統一的堅定決心。他希望廣大僑胞今後
能一如既往地秉承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和
民族振興的宗旨，以凝聚僑心僑力為己
任，廣泛團結旅拉各國僑胞，不斷壯大
反對“台獨”、支持祖國統一的力量，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更大的貢
由左起：
由左起
： 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同志
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同志。
。 魏強大使
魏強大使。
。
獻。
麥杞佳會長。
麥杞佳會長
。巴拿馬政府官員
巴拿馬政府官員。
。孫凌雁副秘書長
孫凌雁副秘書長。
。
美國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前
吳惠秋會長。
吳惠秋會長
。後排中間是梁成運會長
後排中間是梁成運會長。
。
會長吳惠秋代表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發言；在堅持“九二共識”及反“台
華僑團結一心，對“台獨”分裂勢力要保持高
獨”的政治基礎上，多年來通過兩岸人民的共 度警惕，堅決反對任何圖謀分裂祖國的行為，
同努力，兩岸經貿、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交流 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日益密切。在當前的新形勢下，中南美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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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溫馨舉辦建會40周年晚宴
美南國建會 40 周年晚宴上
周年晚宴上，
，黃初平會長頒獎給歷任會長
和代表，
和代表
， 錢懋曾會長
錢懋曾會長，
， 陳謨星會長
陳謨星會長，
， 何益民會長
何益民會長，
， 杜奎
會長夫人，
會長夫人
，樓錫九會長夫人
樓錫九會長夫人。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國建協進會於 2018 年年會 6 月 9 日
下 午 6 時 至 下 午 9 時 30 分 ， 在 216090City Walk,Sugar Land,
TX.77478 的糖城萬豪酒店（Marriott Hotel)舉辦建會 40 周年晚宴
，由美南國建會陳皇序副會長主持。首先由黃初平會長致歡迎詞
，貴賓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中華民國科
技部蘇芳慶次長致賀詞，高度讚揚美南國建協進會在過去的貢獻
及付出。
晚餐後，由錢懋曾前會長介紹美南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
陳謨星教授 1953 年畢業於台大電機系，1962 年由德州大學奧斯
汀本校取得博士學位，1978 年陳謨星教授與何益民教授及杜奎博
士，成立美南國建會，宗旨為科技報國，陳謨星教授成為美南國
建會第一任會長。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學者人數，逐年增加，國內
也開始延攬海外人才，使生物科技，十大建設，電子工業及其他
基礎工業起飛，這是美南國建會的第一項貢獻，此外，美南國建
會的創立，啓發全美各地華裔專業協會的成立，這是第二項貢獻
。一九八七年，首度的全美華裔專業協會聯合會在休士頓召開，
這是第三項貢獻。陳謨星教授在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任教數十年
，作育英才，並成立了德州大學能源研究中心，成立至今五十年
，他的專業及信譽享譽國際，陳教授以科技報國，他首創的美南
國建會與時俱進，薪火相傳，今天欣逢成立四十周年慶祝會，我
們很榮幸的邀請到第一任會長，陳謨星教授遠道來出席，並接受
黃初平會長代表頒發獎牌。陳謨星會長過去曾在台電服務，一直

每年的年會總是由他發函邀請國內的貴賓，並
且也幫助國建會申請經費。由於杜博士的協助
，本會在 1987 順利取得全美華裔專業協會聯合
會的主辦權，在籌備期間，由於他在行政院所
做的聯絡工作，使得大會能順利完成。杜博士
不幸於 2017 年 6 月逝世，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
第三任會長杜奎博士夫人，王健娣女士代為接
受黃初平會長代表頒發獎牌。
錢懋曾前會長也介紹了一至八任的會長，還有
第四任會長何明通，第五任會長魏幼文，第六
任會長錢懋曾，第七任會長袁立人，第八任會
長樓錫九。樓錫九博士 1946 年畢業於 University of Arkansas 機械系，1950 年自康乃爾大學取
得機械碩士學位，1954 年自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取得機械博士學位，在 Bechtel 服務四十五
美南國建會 40 周年晚宴上
周年晚宴上，
，黃初平會長頒發特別榮譽獎
年，歷任煉油廠及化工廠設計部門的負責人，
給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
給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
。 主持人錢懋曾前會長在會上
首席工程師等職務，成就傑出，曾任美南國建
介紹得獎創始會長陳謨星。（
介紹得獎創始會長陳謨星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會第八任會長，為期兩年，負責技術討論會的
召集，及論文編輯的工作許多年，敬業的精神
，令人欽佩。樓博士於 2008 年過世，今天很榮
在訓練台電人才，陳謨星教授致詞，對台灣目前一連串的停電、
幸的請到第八任會長樓錫九博士夫人，沈望郇女士代為接受黃初
跳電，大力聲討，認為不可原諒。
這段主持人國建會錢懋曾前會長介紹第二任會長何益民. 何 平會長頒發獎牌領獎。
周禧前會長介紹美南國建會第九任至第十六任會長，有：第
益民教授於 1955 年畢業於台大經濟系，1960 年自猶他州立大學
九任會長常台安，第十任會長石思孟，第十一任會長黃泰生，第
取得碩士學位，1966 年自范德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何益民教授
從事教育及教育行政工作超過四十年。曾任教於南密西西比大學 十二任會長邱震華，第十三任會長陳振國，第十四任會長周禧，
，休士頓大學，及杜蘭大學。1970 年受聘為聖湯瑪士大學經濟系 第十五任會長蒲浩德，第十六任會長張文華。 黃壽萱前會長介
系主任。1979 年在聖湯瑪士大學首創商學院及擔任首任商學院院 紹美南國建會第十七任至第二十四任會長，有：第十七任會長陳
長，歷時 25 年，退休後學校頒贈榮譽頭銜。何益民教授從事教 天生，第十八任會長陳津源，第十九任會長蔡忠和，第二十任會
育行政工作以外，並熱心於國民外交與社區服務。創立及參與的 長鄭振興，第二十一任會長劉志恆，第二十二任會長董元慶，第
社團包括：美南國建會，中華文化中心，華裔選民協會。退休前 二十三任會長黃壽萱，第二十四任會長林國強。張濟群前會長介
曾受聘為董事及顧問等義務職務，其中包括：赫門紀念醫院，休 紹美南國建會第二十五任至三十四任會長，有：第二十五任會長
士頓工作機會中心，美國小型企業協會，休士頓台北姐妹會，松 張濟群，第二十六任會長朱辛為，第二十七任會長鍾宜秀，第二
年學院。今天很榮幸能夠邀請到美南國建會第二任會長，何益民 十八任會長閻寶印，第二十九任會長劉耀華，第三十任會長王家
聰，第三十一任會長王國治，第三十二任會長林欣慧，第三十三
教授出席四十周年慶典，並接受黃初平會長頒發獎牌。
錢懋曾前會長介紹第三任會長杜奎，杜奎博士於 1963 年畢 任會長顧寶鼎，第三十四任會長黃初平。出席的每一位歷任會長
業於台大電機系，1965 年從奧克拉荷瑪州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 都上台接受黃初平會長頒發紀念品並合影留念。顧寶鼎前會長在
1970 年由休士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洛克西德公司工作 30 年 會上高歌一曲 「夜來香」助興，會中由前會長閻寶印、顧寶鼎還
，退休後擔任顧問工作，歷時 10 年。杜奎博士曾任美南國建會 安排很多抽獎節目，每位前會長都贈送抽獎獎品，十分豐盛,獲
第三任會長，在他任期內主辦的年會，有七百多人參加，他熱心 獎人士驚喜愉快領獎，與會人士每人獲贈美南國建會帽子一頂留
會務，繼往開來，承先啟後。在他卸任以後，歷任三任僑務委員 念，氣氛溫馨，場面熱鬧。顧寶鼎前會長帶領大家歡唱 「明天會
，推廣僑教，服務僑胞不遺餘力，對於本會的會務仍繼續關注， 更好」，美南國建會 40 周年晚宴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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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銀行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攜手發佈首份美中經濟報告

“國泰銀行首席營運官 Irwin Wong 發表首份《國泰銀行 | 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美中經濟報告》”

【2018 年 6 月 13 日洛杉磯訊】國
泰銀行今天發表首份《國泰銀行 | 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美
中經濟報告》，這份報告是國泰銀行
對預測中心進行贊助合作的成果之一
。總部設於洛杉磯的國泰銀行是領先
的華裔美國銀行，最近與世界頂尖的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深化合作關係，
宣佈共同發佈一系列定期報告；而今
日發表的則是系列中的首份報告。這
兩所機構的合作還包括邀請預測中心
的專家為國泰銀行的經濟展望活動演
講；國泰銀行希望借此為客人及公眾
提供具有建設性的經濟資訊。
國泰銀行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戴斌
表示：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
預測中心是首屈一指的美國經濟分析
和預測機構，我們很榮幸能與它合作
，為提供客人息息相關的資訊。預測
中心的經濟分析及對全球最大的兩個
經濟體當前和未來展望的看法是十分
具有價值的。」
這份 2018 年度經濟報告專注於
美中之間相補和競爭的貿易方針。該
報告包括與貿易緊張局勢和貿易不平

衡相關的經濟資訊，以及對經濟增長
、並由此衍生的合資和技術轉讓的看
法。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
中 心 總 監 Jerry Nickelsburg 表 示 ：
「我們很高興能夠運用我們專家的計
量經濟學建模和分析技術，向國泰銀
行的客人提供我們對中美經濟的看法
。我們的團隊參與眾多備受矚目的合
作和項目，分享我們獨有的專業知識
。」
2018 年度經濟報告的中文和英文
版本可在國泰銀行的網站下載，網址
為
www.cathaybank.com/us-china-economic-report，其英文版本也
可以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
測 中 心 的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http://
www.anderson.ucla.edu/centers/
ucla-anderson-forecast/projects-and-partnerships/cathay-bank/
2018-annual-economic-report。 本
報告的專欄將於 9 月更新，之後將在
12 月份發佈 2019 年度經濟報告，並
在每個季度最後一個月發佈三篇季度
專欄更新。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
中心發表的加州及美國經濟前景研究
是最受關注及被廣泛引用的分析之一
。它成功預測加州 1990 年代早期經
濟衰退的嚴重性和加州經濟自 1993
年以來經濟實力的反彈。最近，預測
中心被公認為首家宣告 2001 年經濟
衰退的美國經濟預測團體。如欲了解
更多關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
預測中心，請瀏覽 uclaforecast.com
。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那斯
達克：CATY）的子公司，在美國九
個州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並在香港
設有分行，北京、上海及台北設有代
表處。1962 年，為支持洛杉磯日益壯
大的華裔社區，國泰銀行應運而生；
半個多世紀中，我們與客人共同發展
、不斷創新，為客人提供所需的金融
產品及服務，協助他們實現目標。請
瀏覽 cathaybank.com 獲取更多訊息。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只擔保國泰銀
行在美國本土分行地點的存款帳戶。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8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8年
年 6 月份通告
I. 2018 第二季度慶生會謹定於 6 月 23 日(
星期六) 下午 1:30 假晚晴公寓大聽舉行。當天有
兩個主要的專題講座。入場劵分有三種: 壽星劵
(含免費晚餐餐盒) ，自費餐券(每張酌收五元),和
免費參加劵。4, 5, 6,月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
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
選擇購買自費餐券或領取免費參加劵。屆時還
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
參加抽獎。請於 6 月 5 至 6 月 20 日,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到僑教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
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1) 醫學講座：痛風的防治與食療
主講：內科醫學博土專家栗懐廣醫師
不少人曾有 痛風的經驗，有人在夜間痛醒，有
人一大早起床痛得難於行走。痛風是由於普林(

嘌吟)代謝紊亂，造成血尿酸水平過高或尿酸排
泄減少，而導至尿酸鹽沈積組織的疾病。急性
期四肢末端關節紅腫疼痛，慢性期呈現痛風結
節，關節骨貭破坯，疼痛，紅腫，並可伴隨泌
尿系統的功能損害。 我們有幸邀請到知名德術
兼備的栗懹廣醫師為我們解說痛風的原因，癥
狀，如何預防，診斷， 治療包括藥物治療，非
藥物治療如飲食，運動及其他管道方法。請勿
錯失良機。
2) 專題講座：權益保障
主講：國泰銀行的信用專員。
a) 識別聯邦儲蓄保險如何保護存款
b) 識別如何防範身份盜竊
c) 識別如何防止騙侵耆英財產
d) 識別各類保險將如何幫助您管理風險

e) 識別規畫意外死亡或殘障的必要性
f) 說明您需要在財務上做好發生災禍的準
備的方法
II. iPad 和 iPhone 第 IV 班: 將於 7/11 開班
到 8/3。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在僑教
中 心 104 室 上 課 。 讓 你 進 一 步 了 解 iPad 和
iPhone 不同的應用軟件。下載 WeChat。了解如
何使用 WeChat 的最新特殊功能。 從通話到視
頻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WeChat 使你
可以隨時保持聯系。每班人數有限，先到先得
。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繳費報名。
III. 2018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
於 6 月 12 日星期二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本會所
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收費 25 元。費用
含早點、午餐、司機 午餐、小費 、瓶裝水、意

外保險、和門票。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
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
當天缺席恕不退費。名額有限、請儘早 報名。
行程如下：
• 上午 8:1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午餐,中式自助餐。下午 5:00 回到僑教中心。
• 參觀斯塔克 (Stark ) 藝術博物館, 收藏
了該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西方美術藝術的最
佳收藏品之一。
• Clifton 汽船博物館。 展示德克薩斯東
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
二次世界大戰，韓國和越南的戰爭。 博物館的
上層畫廊展出了原創青銅雕塑，美洲原住民藝
術家，野生動物和著名藝術家的邊界畫作。

七七
七七七七財富是累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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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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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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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有三十多年從事投資
事業的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及顏琦先生，應
本報之邀，從今天起，定期在美南日報上刊登大
家渴望學習的財富投資知識。在投資這條路上，
您需要一個投資教練，教您完整、長遠的計劃，
要採取行動完成，並定期檢查、調整。蕭雲祥投
資 顧 問 的 電 話 ： 713-988-3888，
832-434-7770

如何建立一個完善的退休計劃
投資顧問 蕭雲祥

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

現代社會，醫療設備進步，人的生活環境改
善，一般人壽命逐步延長，男人可以活到八十歲
以上，女人平均八十四/ 五歲以上，夫妻二人中
有一個活到九十歲的機率有 1/3, 活得久固然好，
但是沒有退休金及養老計劃可就晚境淒涼啦！
因此，每個人都應當有一個完善的退休計劃
。而如何才算是一個完善的退休計劃呢？
應當是：
1，有足夠的日常收入，高於日常開支，並
且夠用一生（ 夫妻二人）。
2，有足夠的現金準備，一方面保本，一方
面增值，並且優於通膨指數，萬一急用時，或者
遇到重大事故，可以有流動資金可以使用。
3，到了老年，萬一行動不便，或者，需要
人照顧時，有一個老人長期照顧計劃/ 基金可資
使用，這個費用每年約需（四萬五至九萬） 之
間。
4，如果發生意外，突然提早離開了，留下
足夠的資金/ 保險，保障家庭，保障未亡人和孩
子們。

5，如果辛苦了一輩子，累積了足夠財富，
自己用不完，如何合法減稅/ 緩稅/ 避稅/ 免稅，
使得未亡人和下一代取得應有的財富繼承。
6，如何把資金放在正確的管道和管理，可
以高枕無憂。而且資金可以保本、增值、減稅、
保障家庭、兼顧遺產順利傳承。不擔心自己活得
太長，沒有收入，不擔心老年看護大筆支出，不
擔心國稅局把所有的錢都交稅收走了，不擔心妻
兒未來的生活和保障。
以上，說起來簡單，做起來不易。但是這是
有方法的，可行的。筆者用了多年的時間，學習
了一個可靠的系統，可以協助有計劃，有準備的
人，退休時可以高枕無憂，享受平安的退休生活
。但是任何事情必須按步驟有行動才行，羅馬非
一日造成。
一，首先，必須養成長期儲蓄的習慣，每個
家庭必須量入為出，每月儲蓄。即使 300、500
，一千，二千也要開始，儲蓄是理財的最重要關
鍵。
二，選擇正確的投資/ 儲蓄管道，一般人反
應從公司的 401（ K ) 先開始，可以減稅並且取
得公司的紅利，是最佳的長期投資管道，只是必
須慎選投資標的物，不懂如何選，可以用 SPY
指數，最簡單而後年輕人可以考慮 Fixed index
Universal Life , 中老年人可以考慮 Fixed Index
年金，或者 SEP IRA , IRA , Ruth IRA,
三，再來要慎選投資標的物： 長期投資、
小型成長型基金有 11--12%回收，大型股票基
金 10%,國際型 8 %,混合平衡指數 7%,長期債券
4.5 %, 中期債券 4%,短期債券 3%,通膨指數，應

當按照個人的年齡、財務狀況、風險承擔程度,
設計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控制風險，擴大回收
，希望長期保持 7% 以上的回收。如此可以累積
財富。
四，掌握投資的原則： 低買高賣，長期持
有，不做短線，不用融資，做投資，必須懂得掌
握巿場未來的趨勢。
五，要自己用功學習理財知識，現代人不會
理財，只會工作，是不容易發財的。必須用些功
夫學習理財之道，晚年退休時才能享受成果。
六，要建立一套檢視系統，了解自己現在和
未來的退休計劃/ 儲蓄計劃是否符合： 保本，增
值，減稅/ 緩稅/ 免稅，保障家庭緊急支出（ 流
通性 ），老年要養看護費用準備的綜合原則、
佈局。同時長期投資報酬率是否保持 6- 7% 。
每一種管道及市場上每一種投資產品都有不
同的優點和缺點，沒有一樣東西是完美的，只有
好處而沒有坯處的。但是也並非市場上的產品和
投資管道都是陷阱，沒有好處，許多人半桶水，
懂得一點皮毛就自認為是專家，給自己朋友錯誤
的忠告！其實學無止境，巿場變化很快，過去不
好的東西，經過市場競爭，產品改善。有些已經
變成好的產品。過去一些好的產品，由於新產品
競爭，已經變得落伍了。活到老，學到老，市場
是不斷競爭，不斷進化的，不要未經用功，努力
學習巿場調查就告訴別人錯誤的信息。好心變坯
事，誤導了朋友。要理財賺錢，必須要用功，而
且要廣泛的收集巿場情報、信息。正是未來世界
的珍寶、知識和經驗。

李娜療痛中心：疼痛病症快速門診，分級診療
疼痛是人體患病的重要信號，這
是疼痛對人體有利的一面，它提醒人
們應及時找醫生看病。但在絕大多數
情況下人們往往忽略疼痛給我們的信
號，去挑戰人體對疼痛的耐受度，病
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給人體會帶來
嚴重的危害，甚至引起災難性後果。
普通的疼痛可使患者身體疼痛、活動
功能缺失、精神痛苦、影響飲食起居
、導致生活質量下降；嚴重的疼痛引
起人體各個系統功能失調、免疫力低
下而誘發各種並發癥，甚至引致痛性
殘疾或影響到病人的生命。
無論是專業運動中的典型損傷，
還是通常出現的疼痛癥狀，如，頭暈

、神經痛、偏頭疼、頸部肌肉緊張、
慢性背部疼痛、腰膝關節病、纖維性
肌痛、腕管綜合、肩部疼痛等等，疼
痛療法在治療慢性疼痛中起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
大多數人群最初的疼痛病癥並非
很嚴重，所以人們都會忽略這些小疼
痛帶給生活的不便，但是經過一定時
間的積累，小的疼痛就會變成真正的
病理性疼痛，比如坐骨神經痛、下肢
疼痛無力、頭痛頭暈等等很多的慢性
疼痛。
李娜療痛中心，長年致力於人體
各類疼痛治療和對整體醫學的研究，
中西醫結合，有著豐富的經驗和純熟

的診療技術。近期中心，推出疼痛病
癥的快速門診和分級診療。
快速門診無須預約和等待，快速
精準的診斷疼痛病癥，省去病人過渡
消費個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分級
診療可以讓病人在理解自身真正問題
的情況下選擇對自己最適合治療方按
。
快速門診局部檢測 $ 50.00
一般疼痛治療 $ 75/次， $300/5 次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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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oul 馬戲團休斯頓
Universioul馬戲團休斯頓
巡演7
巡演
7 開始
開始，
，王朝旅遊有特
價票15
價票
15元
元，欲購速速
欲購速速！
！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
排 名 第 一 的 UniverSoul Circus
馬戲團已經成立 25 年了，成為
美國排名第一的音樂活動之地
和無與倫比的表演藝術馬戲團
。 UniverSoul Circus 以 令 人 難

忘的歡樂音樂和極度驚險的表
演，改變了世界對都市娛樂演
出的定義。
UniverSoul Circus 在 2018
年攜有史以來最好的節目，將
在全世界巡演，德州休斯頓站
將在 6 月 7 日—25 之間在靠近
downtown 的 Bulter Stadium 搭
建一個巨大的大棚，觀眾們可
以在這個神秘的大棚下的每一
個角落感受到氣勢磅礴、熱鬧
時尚、豐富多彩的全世界頂尖
的馬戲節目。
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 Cedric Walker 在談到 UniverSoul 成
立 25 周年時表示，這是一個了
不起的旅程，也是一次夢幻般
的旅程。 歷屆觀眾見證了我們
的成長，並與我們一起蛻變。
我們希望我們的粉絲知道他們
將永遠是 UniverSoul 馬戲團家
族的一員。讓我們作為一個有

社區意識，以家庭為導向，使
人精神振奮和愉悅的娛樂馬戲
團來復興美國家庭。
UniverSoul 馬 戲 團 不 斷 在
創新，但是也有很多經典的保
留節目和元老級的演員，這些
深受世界各地觀眾歡迎的節目
形式包括加勒比舞，柔術，小
醜，喜劇狗，大跳板，蹦床，
爬桿，死亡輪，魔術換衣，馬
術 和 瘋 狂 摩 托 。 UniverSoul
Circus 的演員來自世界各個角
落，包括中國，特立尼達和多
巴哥，南非，蒙古，智利，古
巴，俄羅斯，幾內亞和美國，
univeisoul 馬戲團是一個真正多
元文化的表演團體。UniverSoul
馬戲團集藝術，戲劇，音樂，
包括流行音樂，經典 R＆B，拉
丁，嘻哈，爵士和福音音樂於
一體，把全球流行文化獨特和
熟悉的方面融入到國際舞臺上

，並以國際表演者為中心。
UniverSoul Circus 與 太 陽 馬 戲
團一起被評為美國兩大馬戲團
之一。吸引了全美甚至全球的
觀眾為之瘋狂。
馬戲團的官方票價為
30-60 元，位於中國城精英廣
場的王朝旅遊有少量特價票僅
售 15 元起，預購從速，電話：
713-981-8868。
《美南新聞》讀者可上網
團購，可得 7 折優惠，請輸入
https://goo.gl/icvvqn
演出時間：
6 月 7 日-6 月 24 日
場次：
周四 首演 | 7 pm
周二至周五 10:30 am | 7 pm
周六 12 pm | 4 pm | 7:30 pm
周 日 12:30 pm | 3:30 pm | 6:
30 pm

毀容真菌“桃花癬”
“桃花癬”又稱：單純糠疹，即：白色糠
疹，是常見的皮膚病。８０％以上發生於兒童
。臉部為多發部位，少數見於頸部、軀幹、四
肢，不會累及全身。白色糠疹的顏色蒼白，表
面乾燥，附有細薄灰白色鱗屑，邊界清楚，可
融合成片。病人一般無自覺病症。當天氣炎熱
或面部出汗時，可呈淡紅色並出現癢感。一年
四季都可能發生。
白色糠疹病因尚無定論。通常認為：
1，與感染有關,。如病毒或真菌（糠秕孢子
菌）。
2，與特異體質有關。即患兒有易患此病的
遺傳因素。
3，皮膚乾燥、不潔，或營養失衡所致。
一旦孩子臉上出現花白斑，媽媽總擔心是

否與白癜風有關。白色糠疹與白癜風是兩種性
質完全不同的皮膚病。白癜風：皮膚有明顯色
素脫失現象，其白斑呈純乳白色，十分醒目。
白斑上的皮膚光滑，沒有鱗屑，其上的毳
毛亦變白，白斑周圍往往有一圈色素加深的褐
黑斑。白癜風無固定的好發部位，可見於身體
的各個部位及各種年齡的人。而白色糠疹則不
同。
如何防治白色糠疹呢？首先要注意保持面
部清潔，及時洗淨臉上的灰塵、汗漬、油污。
勿使用強鹼肥皂。平時飲食要注意營養均
衡，糾正偏食。搽藥，切忌用刺激性和激素類
藥物。應塗搽具有滋潤、保護皮膚作用的製劑
。《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需要的好藥。他在
北美市場上已經暢銷三年了。

案例：我叫美娟，有一個身體看上去不錯
的兒子。只是兒子臉上從兒子出生不久就總是
出現一些小白斑。當時沒在意，之後反復過幾
次。時而症狀明顯，時而減輕。我媽說，這種
白斑是因為孩子肚子裏有蟲子所致。可現在的
孩子，誰聽說哪個孩子肚子裏有蟲子呀？我母
乳孩子的時候，兒子臉上就有斑，莫非兒子生
下來肚子裏就有蟲子？
一次我們出去旅遊，回來發現兒子臉上的
白斑變得很明顯，胳膊上也出現了小斑點，我
開始擔心是白癜風，趕緊帶孩子去看醫生。診
斷結果是：單純糠疹，即“白色糠疹”。醫生
說此病成因很多，比如挑食，日曬等都有可能
引發，是一種兒童常見的皮膚病。現在看來，
白斑的加重是旅遊暴曬所致。

我知道，大部分治療皮膚病的西藥都是激
素藥。我不敢要求醫生開藥，便四處打聽無激
素藥，得知，《劍牌》皮膚病霜正是我想要的
藥。他是純天然藥膏，溫和、細膩、無激素，
無刺激。我趕緊買了一支給孩子塗抹，果然效
果明顯，真的很神奇，一試便知！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告知
：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有
銷售。統一零售價$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
第 C2 版。
誠 征 代 理 商 。 免 費 電 話 ：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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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B 簽證為非移民簽證，可分為 B-1 商務簽
證和 B-2 旅遊簽證。
這一節我們介紹 B-1 商務簽證
1、B-1 商務簽證申請的條件
所謂商務，是指與商業有關的活動，如貿
易談判、商務咨詢、國際會議等等。一般說來
，申請 B－1 簽證者應符合如下條件：
（1）在居住國有固定居所；
（2）短期來美；
（3）來美的目的在於從事與商務有關的活動
。
在申請簽證時，申請人應能證明：
（1）有足夠的資金；
（2）有具體的訪問日程和訪問項目；
（3）在本國有較強的社會紐帶，如永久性工作
、生意、家庭、房產等；
由於 B-1 商務簽證屬於非移民簽證類別,申
請人是否申請過移民,是否曾經取得或被拒絕美
國簽證，是領事館官員權衡是否簽發 B－1 簽證
的重要因素。由於 B－1 簽證的簽發主要看是否
有移民傾向，領事館官員有很大的裁量權. 很大
程度上,領事館官員都是根據面談作出有關決定
。所以，在申請 B－1 簽證時，既要充分準備有
關文件與資料，也要做好充分準備應付面談。
2、B－1 簽證者來美從事的活動
B－1 簽證者可以在美從事如下活動：
（1）經貿活動；
（2）商洽合同；
（3）業務咨詢；
（4）訴訟；
（5）參加科學、教育、商業等範圍的研討會、
學術會等；
（6）學術研究。
3、申請 B－1 簽證的手續
在向領事館申請比簽證時，應準備如下資料：
（1）申請表；
（2）邀請信；
（3）證明申請人沒有移民傾向的文件；
（4）證明申請人來美從事商務活動的文件；
（5）有效護照；
（6）照片；
（7）申請費。
4、入境的手續
在以 B－1 簽證入境時，除了簽證時所準備
的所有文件外,還應準備如下文件：
（1）證明申請人來美從事商務活動的文件；
（2）申請人在原住地的工作、生活等證明文件
；

（3）訪問的日程安排；
（4）回程機票；
最新移民消息
1.2018 年 6 月份的排期表，親屬移民申請
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
民申請人只可以用慢表(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
申請。
2.美國國務院於 2018 年 3 月 30 號公布新規
定：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社交軟件用戶
信息。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人都將被
要求提交他們在過去五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
息。2017 年 9 月，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
民簽證的人將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
個計劃影響的人約為 71 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
大這條命令的覆蓋範圍，把每年約 1400 萬申請
非移民簽證的人包括進來。該提議涉及 20 個的
社 交 媒 體 平 臺 大 部 分 是 美 國 的 ： Facebook、
Flickr、 Google + 、 Instagram、 LinkedIn、
Myspace、Pinterest、Reddit、Tumblr、Twitter、Vine 以及 YouTube。也有一些是美國以外
的：中國的網站豆瓣、QQ、新浪微博、騰訊微
博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 VK；創建於比利
時的 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平臺 Ask.
fm。
3.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移民政
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在內的
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
排期和審理時間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
物力對現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
派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
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
信息完全一致。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馬
上取消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請兄弟姐
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外，美
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
息要求和審查力度。對於政治庇護和難民入境
美國和獲得綠卡，
4. 越來越多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也面臨
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據最新統計數據，
2017 年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件通知，
也 被 簡 稱 為 RFEs） ， 較 2016 年 同 期 增 長 了
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過的新內容。
與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
”相呼應，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

H1B 一級工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鑒於
H-1B 申請中所描述職責的復雜程度, LCA 中提
交的“一級”工資不符合要求。 “一級”工資
標準適用的情況是初級工作的內容。而申請的
工作復雜程度超過了勞工部規定的“一級”工
資標準中提到的“初級”工作內容。而如果工
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業職位”
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機向申請人發出一個
明確的訊息，往後的 H-1B 簽證申請最好還是
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請。
5. 移民局於 10 月 23 號公布新的舉措，推
翻 2004 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日起以
審查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
前的政策，在審理 H-1B 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
，如果和初次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
準申請。移民官只有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
申請新問題的情況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
。因此 H1B 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在新政
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新嚴格審查，
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6. 美國移民局 10 月 12 日宣布，對 I-129 申
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
交至對其公司總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
務中心。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 H-1B 及 L-1
工作簽證。在此之前，I-129 申請的提交地點取
決於受益人的實際工作地點。另外，弗羅裏達
州、喬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的
I-129 申請轉到加州服務中心處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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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挽回的後果。
8. 美國移民局於 2017 年 8 月 28 日宣布，自
10 月 1 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份調整（I-485）
將需要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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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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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臺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

鄢旎律師
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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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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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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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美南國建協進會年會暨科學工程
技術研討會（
技術研討會
（中）

出席大會的貴賓中華民國科技部蘇芳慶次長（ 中 ）、科技部莊偉哲司長
（ 右二 ） 與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右三 ） ，林映佐副處長（
左三 ），經濟組徐炳勳組長（ 右一 ），科技組游慧光組長（ 左二） 在
大會上。

圖為審計長 Glenn Hegar （左二 ） 代表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頒發賀狀，
由國建會會議主席李怡德（ 中 ） 代表接受。旁為福遍郡共和黨主席 Jacey Jetton( 右一 ）、國建會前會長浦浩德（ 左一 ） 及審計長 Glenn Hegar
華裔助理吳凱俊（ 右二 ）。

國建會會長黃初平致詞。

國建會前會長浦浩德（ 右 ） 與德州審計長
Glenn Hegar ( 左 ） 出席國建會午宴。

國會議員 Al Green （ 左一 ）蒞臨大會致賀詞，旁為其華裔代表譚
秋晴（ 中 ） 及國建會會長黃初平（ 右 ）

榮獲傑出服務獎的張書豪在大會上致詞。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科技部蘇芳慶次長（ 左 ），科技部莊偉哲司長（ 右
） 共同出席 「生物醫學講座」 研討會

福遍郡共和黨主席 Jacey Jetton ( 右 ） 頒發賀狀，由國建會會長
黃初平（ 中 ） 代表接受，旁為國建會前會長，福遍郡共和黨委
員浦浩德（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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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 松園居
松園居」
」 專為生活起居需要 護理 照顧
人士的公寓 6 月 9 日舉行破土動工儀式
松園居集華人地主、
松園居集華人地主
、地產經紀
地產經紀、
、專業建築師
專業建築師、
、美籍管理
美籍管理、
、投資是在華埠首創
投資是在華埠首創、
、完工後將會為社區帶來福祉

出席 松園居 破土動工儀式 的貴賓 國際區 區長李蔚華
先生、休士頓 西 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
先生、
主席李雄、
、前哈瑞斯郡郡長
Robert Eckels. 、州眾議員 Gene Wu 、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等人

國際區 區長 李蔚華表示 松園
居 成立對 亞裔社區將有很大的
影響力，
影響力
，而 松園居 漂亮的建築
，將改變休士頓華埠的形象

專業建築師 李兆瓊 稱 「松
園居」 為三層樓 建築
園居」
建築、
、第一
期 有 143 簞位
簞位、
、 觀注看護
及帶來 高品質 的生活環境

在百 利大道與 Dairy Ashford 交口的 12420 Bellaire
Blvd. 松園居 舉行正式動土儀式

松園居集華人地主林雯彬、
松園居集華人地主林雯彬
、地產經紀陳家
祥表示 松園居 為社區 提供高品質 的生活
環境

韓裔社區銀行 Bank Of Hope 代表發
言願為亞裔社區發展貢獻力量
言願為亞裔社區發展
貢獻力量

松園居 合夥 人 松園居集華人地主林雯
松園居集華人地主林雯彬
彬、地產
經紀陳家祥、
經紀陳家祥
、 專業建築師 李兆瓊
李兆瓊、
、 管理 John
Czapski 、投資 James E. Floyd 及與會佳賓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 代表德州州長頒發賀狀給
松園居 的 合夥 人 華人地主林雯彬
華人地主林雯彬、
、地產經
紀陳家祥、
紀陳家祥
、 專業建築師 李兆瓊
李兆瓊、
、 管理 John
Czapski 、投資 James E. Fl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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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潘政喜牧師 - 好友感言 (2)
●紐約州水牛城華人基督教會緬懷潘
牧師 -- 宋瑩
親愛的潘師母、家屬、親友及弟兄姐妹
們：
我是宋瑩，代表紐約州水牛城華人基督
教會參加潘牧師的追思禮拜。
潘牧師於 1985 年至 1993 年擔任我們教
會的主任牧師。他是一位令人敬重的神國僕
人。八年牧會期間潘牧師與師母忠心服事，
給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當時教會的成員

了潘牧師及師母來參加。如今潘牧師已被主
接回天家，情感上雖有諸多不捨，但我們
確信他已盡心、盡力完成了神託付給他的
使命，現在安息在父神為他所預備最好的地
方。因此我們擦乾眼淚，有信心、有盼望將
來會在天國再相逢。
最後謹代表水牛城華人基督教會為潘師
母及家屬們獻上誠摯的哀悼與敬意，願神的
恩典、祝福及安慰時刻與你們同在。
1993BCCC
背景不同，有工作家庭，還有來自台灣、香
港、東南亞及國內的學生，雖然生活習慣、
語言上諸多差異，但不論是基督徒或是慕道
友，都得到潘牧師及師母的關懷、照顧。
潘牧師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為人謙和、
樸實，在神國的事工上勤奮耕耘。從講道及
教導中看到他對聖經真道扎根工作不遺餘
力。與師母搭配探訪、關懷會友生活及靈命
的需要，這些實質行動的付出讓很多人體會
到主的愛藉著祂的僕人散發出來。
潘牧師雖離開水牛城教會 25 年，但仍
然關心著這裡的弟兄姐妹們，彼此有所聯
繫，並回來參加教會慶典活動。今年八月
底，我們教會慶祝成立 40 週年紀念也邀請

1987 在水牛城華人教會

～思牡札記～

爸爸的喜歡
父親離世雖已
31年，但似乎對他
總是懷念特別多；
料理喪事期間都不
曾夢見他，反倒是
過後的一年半載卻夢到帶父親去高雄旗津
海邊及澎湖馬公旅遊哩！
父親在世七十六載，這不算短的歲
月，我仍感與父親共話時間太少，雖然五
個兒女中，我是在父母身邊最久的，因護
理工作及出外事奉忙，故父親常取笑我
「家」是我的旅館與飯館；及至由台來美
事奉主，更是盡力爭取花錢打越洋長途電
話或買機票回台與父母親共話；我常說自
己是在與時間賽跑，因父親年邁，當趁機
會孝敬父母使他們高興歡喜。
爸爸的喜歡
爸爸喜歡我替他拍照，常把他拍的得
意相片放大擺放在客廳，令他自己也多看
幾眼。
有一年回台，二哥開車載著爸媽和我
由屏東去至台中埔里、台北探親訪友，另
有一次是我們父女同遊澄清湖，九曲橋，
水族館等都留下了難忘的倩影。「爸，今
天中午我騎本田機車載您去屏東勝利路
吃您喜歡的餡兒餅與小米粥。」「女兒，
你也沒什麼錢，我們還是在家簡單吃午餐
吧！」拗不過我的好意邀約，我們父女一
同上路，快樂的享受一頓難忘的午餐，起
身要付帳時，熟料小吃店老闆說「剛才有
一位騎機車的男士代您付錢了。」趕緊追
至餐館外大馬路口一探究竟，才知是二哥
的背影，他早已呼嘯揚長遠去！
父親喜歡我送他的襯衫與領帶，無論
花色、樣式、尺寸都剛好合他的意，常在
人前稱道「這衣服是我大女兒買的哩！」
爸爸信主後，樂意守主日作禮拜，而
且喜歡提早半小時進入教會，安靜默禱預
備心。
爸爸是軍人出身，奉公守法，喜歡樂
意助人，曾獲一盾牌「德不孤必有鄰」。
每逢過中國春節，爸爸和媽必親手灌香
腸、燻湖南臘肉、磨糯米蒸年糕等，使我
們體會到年關已近，家家戶戶準備過新
年。爸爸喜歡過中國新年，喜歡兒女媳婿
們、孫兒們大團圓。
爸爸的不喜歡
爸爸信主後，最不喜歡作禮拜時有人
遲到早退，他自己亦恪遵守不遲到、不早
退。
爸爸生前常說「生不作壽，死不開
悼」，曾經媽媽告訴爸爸「今天您生日，
我買個蛋糕給你慶生吧！」「你可不要買
蛋糕，否則我把蛋糕丟出去」爸爸的意思
是不要麻煩人，不要破費；可是奇妙的
是，有一次是我為父親慶生，當時家中尚
有客人，爸爸一樂之下竟忘了生不作壽，

Joy 的爸媽

Joy 的父母親
還與我們﹝母親、妹妹、客人﹞歡喜吃下
生日蛋糕。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回台奔父喪
時問母親「爸爸離世前，有沒有交代什麼
話？」「有‧‧‧有，我想起你父親臨終
前最後說了兩句話『追思禮拜、追思禮
拜』『我的西裝、我的西裝』」故我們遵
照他的遺言辦追思禮拜。
猶記得禮拜一的早上，屏東六塊厝循
理會小小的教會﹝一百人座位﹞竟來了
一百四十多位親朋好友，有的尚穿著軍服
請假趕來參加父親的追思禮拜，親朋好友
及長輩中，許多是首次進到教會聆聽上帝
的安慰之言。父親信主後，是耶穌基督在
他生命中作主作王，以前的不喜歡是自己
作主、作決定，信主後，他為了使大家高
興歡喜，性情亦變得更隨和，湖南騾子脾
氣也改了不少，為了使多人得著永遠不死
的新生命，常勸人來信主耶穌，作禮拜，
他所交代的遺言，可說是聖靈感動他說
的。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
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
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人的一生有許多選擇，但我們無從選
擇誰作我們的父母親或誰作我們的子女，
是不？初信主時﹝父親尚未信﹞當然有時
會遇到他的湖南騾子脾氣向我發作，我竟
曾有過這樣的念頭閃過「若是隔鄰信主的
李伯伯是我的父親那該多好！」﹝求主憐
憫我的無知﹞。
記得有一次父親向我大發雷霆，係因
他的伍佰圓新台幣丟了，他想是我拿了，
而我信主後就立志過討主喜悅的生活「要
做誠實的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事，硬
要我承認我沒有做的事，身為人子女者還
真有口難辯，只有忍氣吞聲的份！
死無對證
上帝是信實的、公平的、正直的，雖
時過境遷，近乎40年前的往事塵埃，但上
帝卻沒有忘記‧‧‧父親去世後，我想為
他寫紀念冊就翻箱倒櫃的，盼找到一些昔
日他的筆跡文墨，那裡知道在床舖底下他
的皮鞋中搜出一個用舊日曆紙包的東西，
「天啊！伍百圓新台幣」「媽，您快來
看，當年爸爸冤枉我拿他的伍佰圓，現在
真的是『死無對證』了，將來去天國我要
告訴爸爸他的伍佰圓沒有丟掉，是他忘記
擺在那裡！」母親也釋懷的笑了。
感謝上帝為我申冤，好在我早信主，
又因我忙著上班、事奉，也未把心中的委
屈當作一回事，只是相信主知道我有沒有
做此事。
聖經教導「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
的氣‧‧‧」6月17日慶祝父親節，生身的
父雖不在我身邊，但我永遠懷念爸爸的一
言一行，更謝謝愛我的天父每日真實的眷
佑與引導，使我不感孤單。(於休士頓)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我以後會常常想到他，他是我在 神的
國度裡，教我如何追求神，如何依靠 神的
一位明師。
●潘牧師退而不休
- - 吳明智 /Victoria 以勒華人團契
5-18( 周五 ) 下班後開車趕過來向潘牧
師瞻仰遺容與致告別，到了比較晩。剛坐下
來翻了潘牧師的紀念册，看到了在封底的照
片，標記了牧師、師母 Victoria 福音之旅。
我是來自 Victoria 以勒華人團契的同工。我
們團契很小，平均崇拜人數二十人上下。非
常感謝牧師、師母過去不辭辛勞來回開車四
個小時來關心我們、教導我們、也顧念我們
的需要，介紹西南國語教會韓牧師來教導我
們（正巧後天 5/20 韓牧師會到我們團契講
道）。對於潘牧師的離開，我們非常的不
捨，他退而不休致力於神的事工，留下給我
們佳美的榜樣，我們當學習，儘力於主所交
代的使命。

郭文仁牧師師母
●憶！潘政喜牧師 -- 郭文仁牧師
計劃趕不上變化，當我聽到潘政喜牧師
回天家的信息，我和師母馬上決定開車從佛
州甘城華人教會趕過來，一共開了快 15 小
時。
潘牧師從感恩出發，從謙卑作起，他一
生謙卑的順服神走服事神的道路。
我認識潘牧師已經超過 40 年了，他總
是以慈愛待人，他深深的影響我的一生。我
們曾經同學過，他是我的屬靈導師，亦師亦
友的引導我，我之所以當了牧師，是因他的
生命感染了我，當年他在台灣聖德基督學
院附近的教會服事，他總是帶著我一起去服
事，與我分享，指導我。
他比我先到美國來進修，1979 年當我
們在美國聯絡上時，他已經在佛州 Tampa
的美國教會服事，我在佛州 Palm Beach 開
拓教會時，我請過他來我們的教會講道。他
也很會成全我鼓勵我，台灣的神學院要諮商
老師時，他極力推薦我，使我有機會回台灣
的神學院教書。
他建造、提拔我，他讓我來休士頓西南
國語教會，第一台語教會講道帶領講習會，
他的謙卑的生命，影響我的牧會生涯，他和
師母常常在背後為我們的牧會或教學守望
禱告。
當我在服事神的教會碰到困難時，他為
我禱告輔導我。我這一生當中，他幫助我尋
找到神的呼召並成全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我
為他那持續不斷的為我的生命和傳道禱告，
獻上我誠懇的感恩。藉著他的生命和服事讓
我真知道何為愛與照顧，真如同神愛我們一
樣。
潘牧師的生命可謂生命生生命，生命傳
生命，生命影響生命；他留下美好的腳蹤，
真是懷念。有一天我們會在天家再相見。

Victoria 福音之行
●懷念神忠心的僕人潘 ( 政喜 ) 牧師
- -Nancy （角聲休士頓分會）
Dear Joy,
今早收到你送出的消息，一直與 David
為你一家禱告，知道神忠心的僕人潘牧師被
主接去；雖然知道與主同在好得無比，心裏
還是很懷念他。記得角聲在休士頓初創的時
候常借用信義會西南國語教會開同工會，潘
牧師都會為我們開門，又耐性的等待我們散
會後他再鎖門，每次見到他都是滿臉喜樂。
已代轉告潘牧師回天家的消息給角聲總
幹事勞牧師並角聲各分會的主任 ; 他們都請
我問候你 ; 也在禱告中紀念你的一家。
祝 以馬內利
●潘政喜牧師安息主懷
- - 何衛中牧師師母
本人自 2002 年從華府退休遷來曉士頓
定居後，先後認識了這裡許多的教牧同工。
其中就有潘政喜牧師夫婦。潘牧師為人謙
和，待人有禮，是一位可敬的牧者。這次突
然驚聞安息主懷，實難以接受和相信。但如
此平靜無痛也無苦而去，卻又是我們一直的
響往和羨慕，真是好得無比的福氣。但對師
母及家人及教會卻是有說不出有多麼的傷
痛，情難以堪。生命在上帝掌管，我們只有
順服。但願安慰的主，撫平傷痛，師母節哀
為盼。
●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 - 黃金櫻 / 維多利亞教會

201006 去巴拿馬探望金愛金勝 ( 左三、四 )
●明師，走了！ - - 徐松玉
1993 年，認識潘師母是因為長期編輯
美南福音版多年，本身上班工作忙碌，無法
分身。編輯寫文章補版面，苦於每日時間
不夠，乃興倦意，禱告多年，終於有一位師
母，我謔稱「自投羅網」，打了電話來願意
參予編輯工作，於是潘師母就常出現在我們
的編輯團隊裡。因為潘師母，我開始認識潘
政喜牧師。
初識時，就是那圓圓的臉，堆上了滿滿
的笑容，還有那亮亮的眼睛，給了我特別的
印象。說話時，低聲有禮，口氣沒有激動，
卻感覺得出厚厚的愛。
自 1983 年到美國來，其間游離川梭過
多間教會，第一次聽了潘牧師主日崇拜的講
道之後，他的聖經論述有力仿如聖靈同在，
他的見證仿如承著豐豐富富的恩典，他的禱
告仿如兒子向父親訴求的謙卑及渴望。他的
傳福音仿如牧人去找他迷失的羊群的迫切。
偶而我不了解聖經，找他研究，才訝異於他
對於聖經之了解的透徹，如山高如海深。
曾經陪同他及師母到巴拿馬短宣，初次
了解他的生活飲食之規律，晨起就與師母
開始讀經禱告，飲食則恰好即止。一天中，
除了睡覺外，不是探訪就是講道，剩下的時
間，就是研讀聖經。
探訪中看到他的愛心流露，噓寒問暖與
禱告，鏗鏘有力，短短的幾句話，頓時間卻
感覺到聖靈的同在。
認識潘牧師已有二十多年了，如今他離
我們而去，留下來給我的記憶，就是那朵笑
臉及他對我說話的語氣，那麼多的忍耐，那
麼多的愛心，以及那麼多的鼓勵。

記得剛認識潘牧師及師母，是他們到維
多利亞教會來講道。知道他們 2010 年剛從
西南國語教會退休，仍是有機㑹就服事休士
頓周邊的小教會，來回 4 個鐘頭的車程中，
他們仍是不辭辛勞的願意來幫助我們。每次
潘牧師到維多利亞教會服事時，他總是最早
到教會等我們。他服事的精神總是提醒著我
們僕人的態度。在他的證道中，也讓人景
仰何等的信心在他的信仰裏，就如一個堅固
的磐石在他的生命中，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也是讓我深深敬重的長者。潘牧師我們懷念
您!
還有您也欠了我們 7 月 1 日之約，不過
羅牧師答應幫您還了，您可以開心的在主耶
穌面前，享受工作的果效囉！

我們天家見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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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處得到戒體。那什麼是戒體呢？
「戒體」指經由作禮乞戒等儀式所
引發的內心持戒功能。也就是指受
戒後所產生的防非止惡的力量；它
是一種拘束內心且持續存在的支柱。

菩
薩
戒
受
戒
心

苦樂士

末學非常有幸在受了五戒兩年以
後，能有這難得的機會參加受持「在
家菩薩戒」。因此很願意在這裡和諸
位賢友分享一下在這次菩薩戒會中的
所學和心得。

的存在，犯戒後會心生慚愧。若不發
菩提心，不受菩薩戒，雖無戒可犯，
但是很容易無警惕心，易起惡念、做
惡事，越做越多，尚不自知。這讓我
想起了《彌蘭王問經》中希臘彌蘭王
和阿羅漢龍軍尊者的一段問答，是關
於明知而作惡者與無知而作惡者，誰
的罪惡更重的？龍軍尊者說無知而作
惡者的罪惡更重。龍軍尊者舉了個例
子：假如有塊被燒得熾熱、灼熱、火

這次戒會不要求止語，見到戒友也想
多聊幾句，但還是告誡自己，這次殊
勝的戒會，機緣難得，要靜心，才能

護我們的心。經過長時間的持戒後，
戒體不但會像盾牌一樣防止貪瞋癡的
攻擊，同時也具有像矛一樣直接採取

得到戒體。戒會之所以要安排三天三
夜，而不只是半天的授戒儀式，不僅
要聽師父講戒，還要學習佛門禮儀，

主動出擊，擊垮心中的貪瞋癡，減少
貪瞋癡的作意升起，真正做到自利利
他。

並且要參加共修，整個戒會其實就是
戒定慧三學的一次短期禪修，目的都
是為了讓受戒菩薩們能夠得到清淨的

受菩薩戒之前，末學對於禮佛理
解不是很深，認為禮佛僅僅就是對

戒體。

菩薩戒會結束了，但菩薩行才剛
剛開始。在這春意盎然的季節，既
然已然播下了菩提心的種子，我們就
要更加努力地給種子施肥，澆水，去
雜草，用戒、定、慧去熄滅貪、瞋、
癡，自利利他。期待大家都會有豐碩
的果實。

紅的鐵球，一個有感覺者去拿與一個
無感覺者去拿，哪一個被燒傷得更嚴
重？那個無感覺者去拿會被燒傷得更
嚴重。同理無知而作惡者的罪惡更
重！燒得火紅的鐵球表示惡行，知道

的一次心的洗禮。
這次受戒的內容是「十無盡戒」
，教授和尚宏意師父給大家做了詳
細的開示。「十無盡戒」在殺，盜，
淫，妄語，不飲酒（不酤酒）的基礎

以保護我們的身口意清淨，不被污
染，就像古時候城牆可以保護一個國
家一樣。這次傳戒不僅僅只是「十無

酒戒在菩薩戒中即成不買賣酒，五戒
也擴展成為十戒乃至十善，非但不殺
生，還要愛生、護生；非但不偷盜，
還要行布施；非但不邪淫，還要修梵
行；非但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
不綺語，還要說誠實語、和合語、愛
語、質直語；另外還要以不淨觀離
貪，以慈悲觀離瞋，以因緣觀離癡。
可見，持戒本身就是修行。

盡戒」，還包括「受四不壞信法」（
皈依佛法僧戒），「受三聚淨戒」（
持律儀戒，修善法戒，饒益有情戒）
，「受十善法戒」和最後的「受十無
盡戒」。整個過程讓我很感動，特別
是在迎請釋迦如來，文殊師利菩薩和
彌勒菩薩的時候，真的無比激動。此
生何其有幸，能在佛菩薩的見證下發
心受菩薩戒。隨著不斷的聽經聞法，
越來越感恩釋迦如來的傳法，和各大
菩薩的慈悲示現。記得自己在讀一行
禪師的《佛陀傳》的時候，深深的被
佛陀的言行所感動，佛陀的言行就像
輕柔的微風，洗滌著我心裡的塵埃。
還有大菩薩的示現，比如寒山拾得，
他們的警示詩詞言語，讓我受益匪
淺。還記得布袋和尚的詩：「手把青
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
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看過
後真的非常歡喜，據說布袋和尚就是

當我帶著受戒的法喜回到家裡，
要面對日常生活時，才感到在家人
持戒的不易。受戒只是起點，而持
戒是漫長的修行。該如何持戒呢？
想起以前在國內時，看到一些交通路
口常豎立著一塊警示牌，寫著：一慢
二看三通過，意思是此處需要放慢車
速，觀察周圍的交通情況，然後再謹
慎通過。我想持戒也應如此。在面對
人事時，不妨先慢下來甚至停下來，
進行觀察與判斷，然後決定話當不當
講，事當不當做。因此，持戒本身已
經含攝了戒定慧三學。慢下來需要正
念與正定；觀察與判斷需要正見與正
思惟；行動則需要正精進、正語、正
業、正命。而這是一個需要練習再練
習的過程，逐漸地讓持戒內化成為直
覺，從而達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這次戒會結束，從下午離開菩提
中心，輾轉直到凌晨三點才回到家。
從機場開車回家時雖然帶著GPS，但
是夜裡看不清，還是開錯了路，最
終還是在GPS的指引下回到正確的路

條路。戒就是暗夜裡的明燈，是指路
的GPS，可以照亮前路，指引方向，
糾正錯誤，把我們從此岸帶到彼岸。
善蘊

州佛教會首次正授菩薩戒的日子，80
多位初發心佛弟子身著海青縵衣，齊
聚明心堂，接受在生命長河中最重要

基本上是防非止惡，菩薩戒則不僅要
諸惡莫作，還要眾善奉行，不僅要自
利，還要利他。例如，五戒中的不飲

路，就在一念之間由著貪瞋癡的本性
做出決定，選這條路，還是選另外一

不以惡行為惡行，這是一種邪見。同
樣是做一種惡行，因為存有邪見而造

萬象更新。莊嚴的殿堂，清澈的溪流
河塘，鳥語花香，微風輕輕拂過，樹
枝搖曳，演奏著和諧的樂章。這是德

上，增加了不說四眾過，不自讚毀
他，不慳貪，不瞋和不毀謗三寶。
得戒和尚淨海師父告訴我們，戒可

指引，就能夠到達目的地，這是我
對GPS的信任。同樣，我們在生活中
面對種種人事、種種選擇時，就像在
暗夜中前行，辨不清方向，看不清道

者並不把惡行當一回事，甚至懷有邪
見，認為「不做白不做」，在做的時
候沒有慚愧心，甚至還會繼續做。如
果一個人不相信業果，沒有慚愧心，

三月的美洲菩提中心春意盎然，

戒，即道德規範，是戒定慧三學
的基礎，屬於四聖諦中的道諦。五戒

上。因此，我常常感謝GPS的發明，
讓我出門時變得安心，知道我順著

惡行而做，就會有慚愧心，所以不會
繼續做下去。但是不知那是惡行，或

作的惡業，要比無邪見造作的惡業要
重得多。由此可見受菩薩戒的重要
性。

這次戒會，由淨公長老擔任得戒
和尚，宏公師父擔任羯摩兼教授和

讓心的抉擇向上向善，不至於被貪瞋
癡所左右。就像得戒和尚淨海長老在
開示時，把菩薩戒比喻成城牆一樣保

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諸佛如來
影現中，我身影現如來前，頭面接足
歸命禮。」，同時慢慢拜下去。自己
掌握拜下去的速度，當吟誦到最後一
句「頭面接足歸命理」時，正好頭觸
地。然後起身時吟誦：「往昔所造諸
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
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吟誦到最
後一句正好起身結束。整個過程都要
邊觀想佛像邊吟誦邊拜。然後再拜再
觀想再吟誦。末學覺得這樣的禮佛不
光是禮敬佛陀，同時還在做懺悔和培
養定力。眾生平時的妄想很多，煩惱
的事情也很多，如果每天都能堅持這
樣至誠禮佛，至少在禮佛時不會有妄
想和煩惱升起。用禮佛和懺悔的心來
取代我們的妄想和不善心。就像一個
禪宗的故事中所說的要想除掉曠野裡
的雜草，最好的方法是種上莊稼。菩
提心就是我們要種的莊稼。

慧圓

彌勒菩薩示現的。真的沒想到受戒的
時候會在釋迦如來，文殊菩薩和彌勒
菩薩的見證下，真的無比感動。希望
自己能夠建立堅固的信心，以佛菩薩
為師，依教奉行。
我對菩薩戒的最大感受是，菩薩
戒特別注重防止起心動念的過失，
是心的戒。六祖慧能大師告訴我們
「心地無非自性戒」還有在《六祖壇
經‧懺悔品》中說「戒香：即自心中
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
害，名戒香。」自心無非就不會去「
說四眾過」更不會去「毀謗三寶」，
無嫉妒就不會去「自讚毀他」。個人
覺得「不慳貪」和「不瞋」這兩個戒
真的不容易啊。我估計就是因為不容
易，才會制這個戒，讓我們時刻提醒
自己。明朝的憨山大師在「醒世歌」
中說「諂曲貪瞋墮地獄」，可見這兩
個戒是多麼的重要。制定這兩個戒，
就是要我時刻提醒自己觀察自己的
心，是否被貪瞋所佔據。如果被貪
瞋所佔據，就趕緊念佛、觀呼吸轉
念，然後懺悔。不斷的聞思修，堅固
自己對三寶的信心，修一切善，斷一
切惡。希望自己的貪瞋會逐漸變少。

受菩薩戒最重要的就是從得戒和
就在去年歲末佛七時，聽聞宏師
父宣佈了3月份德州佛教會將舉辦傳
授菩薩戒的戒會，雖然我當時對菩
薩戒是一無所知，但是立即感覺到
這是一次難得的因緣。我自己受持五
戒六年有餘，自省有了一定止持的基

佛陀在涅槃前告訴大家「以戒為
師」，近代高僧虛雲老和尚在涅槃
前就告訴大家「戒」這一個字，足以
說明戒的重要性了。非常感恩這次能
夠有此殊勝的因緣，參加了正授菩薩
戒，從此精進好好持戒，不斷的止惡
行善，在菩提路上努力前進。

礎，但是作持的功夫不足，所以發心
要從放下轉而試著拿起，從止持進而
修作持。就在這時，聽聞這次菩薩戒

NO:1255德州佛教會主編

戒會，正好契合了我的想法。於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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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決定是否受菩薩戒時，聽
到有人說：「不要隨便受菩薩戒，
受菩薩戒之後，若犯了戒會多一條
戒罪。」宏意法師在講戒時給我們
開示：「有戒可犯名菩薩，無戒可
犯名外道。」就是說受了菩薩戒而有
毀犯，也勝過不受菩薩戒。因為戒體

我家師兄的支援下，放下工作，放下
家庭的牽絆，來到菩提中心，參加持
續三天三夜的戒會。

尚，加上多位出家師父擔任維那、監
香、糾察、香燈、引禮等，可謂陣容
強大，讓我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雖然

首先禮佛前先靜心，去除雜念，專心
觀想一尊你認為最莊嚴的佛像。然後
吟誦：「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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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體就是抉擇向上向善心的作意，得
到菩薩戒戒體後，在日常生活中就會
按照菩薩戒的戒律來指導心的作意，

佛陀表示尊敬。這次戒會中，宏意
師父開示了一種禮佛方法，覺得很
受用，對禮佛有了新的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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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向前行 愛拼才會贏

許氏花旗參茶
寶島歌王

真誠推薦

＊保證威州地道原參製成

精純無添加

＊全美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年信譽

＊通過GMP標準國家把關

食安有保障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832-298-9321
281-988-8338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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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求質 克利夫蘭豪格項目進展順利

億海集團董事長趙玉海
先生發言

趙玉海董事長和克里夫蘭市市政經理 Kelly
McDonald（
McDonald
（中）合影
合影。
。

（休斯頓/ 蓋軍報道）由美國
美國麥金利開發有限公司和
德克薩斯州克利夫蘭市
（Cleveland）協商合作
， 占 地 618 畝 的 克 利
夫蘭豪格項目上個月
正式動工，也標著著
該項目在經過兩年
半的高效運作後進
入具體的單體建築階
段。
6 月 14 日，位於克利
夫蘭市的市民中心
（Civic Center ），美國麥
金利開發有限公司和克利夫蘭
市政府舉辦樣品房建築工作會，
雙方人員包括大連億海集團董事長
趙玉海先生，克裏夫蘭市市政經理

以及市政
部門負責
人，項目
規劃設計
師、建築
設計師，
項目經理
等三十多
人出席。
克 裏
夫蘭市市
政 經 理
Kelly McDonald 在 趙玉海董事長和麥金利開發有限公司執
合影。
。
發 言 中 ， 行總裁 Jack Gong 合影
對克利夫蘭市豪格項目給予了積極 量、安全、高效、安保和節約的原
評價，未來對推動該市發展和提升 則，並保證各個部門都能都協同合
該市品質意義重大，並樂見其項目 作。豪格項目是美國麥金利公司的
第一個開發項目，但絕不是最後一
如期進展。
Kelly McDonald 麥金 個，更多的項目正在籌備和計劃當
利開發有限公司副總 中，希望能繼續發揚麥金利公司友
裁 David Nemeth 介紹 好的工作氛圍，建立長期合作的誠
了豪格項目的整體情 摯關系。
當天與會的建築師和設計師也
況，並針對當前項目
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同時，各個
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
施工環節的承包商也利用此次會晤
決方法。
億海集團董事長趙玉 進行互動交流。
豪 格 項 目 （Grand Oak Re海先生此次專程來訪
美國，視察項目進程 serve）是麥金利公司立足打造美
， 他 在 發 言 中 表 示 麗克利夫蘭綠色概念，突出最適合
“做為投資人，對該 居家生活的特色，同時，該項目也
項目進展感到振奮， 是克裏夫蘭市首個出現的主體社區
並感謝克利夫蘭市的 ，設立不同檔次，戶型結構多樣選
合作，同時，強調樣 擇，包括獨立別墅、聯排公寓、九
趙玉海董事長
品房施工過程中的質 洞高爾夫球場、水上公園、環繞社

與會工作團隊成員。
與會工作團隊成員
。

區健行的 39 英畝的人造湖區，同
時，健身房，網球場籃球場一應俱
全。此外，該項目和 122 英畝工業
園項目都將對該市的稅收和工作機
會起到推動作用。
之後，趙玉海董事長接受了美
南國際電視的采訪，他對兩年半時
間內麥金利公司所取得的高效進展
表示滿意，同時對該項目未來的發
展表示樂觀，並再次強調，遵循公
司勤奮、務實、真誠的做事原則，
以客戶為上，做到換位思考，註重
細節，把最好的產品奉獻給市場。
美國麥金利開發公司，是在美
國德克薩斯州註冊的責任有限公司
。公司的主營業務是投資美國房地
產和商業地產開發、建材貿易以及
連鎖餐飲項目。公司的全資股東是
趙玉海先生持股的大連億海集團責
任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