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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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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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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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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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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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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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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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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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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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休士頓兩岸時事論壇明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德州休士頓兩岸時事論壇明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海基會＂首任秘書長李慶平再論兩岸關係及走向＂海基會＂首任秘書長李慶平再論兩岸關係及走向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歡送李美姿副主任和歡迎楊容清副主任

Theresa Huang 黃其嘉
拉丁假期 Golatin Tour 總裁

( 本 報 訊)
拉 丁 假 期 (
APF TRAV-
EL, INC )
PRESI-
DENT ---
- THERE-
SA HUANG
簡介

Theresa 來
自台灣, 是拉
丁 假 期 (
GOLATIN )
的總裁, 也是
創辦人. 拉丁
假期座落於

洛杉磯附近的Alhambra 市. 佔地約一萬平方呎.
在台灣時, 她曾讀過台南省女, 後畢業於北一女,
靜宜大學. 來美深造, 獲 University of Oregon 州
立大學碩士學位.

拉丁假期 ( APF Travel , Inc. History )

Theresa 在早期成立的
旅遊公司, 叫 Friend of Chi-
na, 客戶多是柬南留學生, 以
栗務為主. 並代理各大航空公司特價機票.

1983 公司改組為 Corporation, 註冊名字改
為 APF TRAVEL, INC. 開始進軍美國公司企業.

自 1983 -1995 的 12 年間, APF 成功的建立
了 500 多家美國公司客戶, 即 Commercial Ac-
counts. 同 時 又 走 進 了 巨 型 公 司 裡, 成 立
In-House Travel department, 例如美國空軍基地,
州政府, 國際 Hilton /Conrad Hotel, 成衣聯鎖公
司等等. 更獲得世界聞名的 “波音公司” In-
house contract ( 11 年) . 自1982 到1988 年, 公司
也在美國市場開發了China Tours, 後因天安門事
件, tour停頓了.

由於Internet 的怏速發展, 一般航空公司收
回對旅行社的機票 commission, 自 1995 年起,
APF進入Tour business , 以 “拉丁美州” 為主,
起名
拉丁假期, 英文 Golatin. 那時的華人, 對於中, 南
美州亳無印象, 以為是 “ 3rd world “ 的落後國

家. 拉丁假期作為第1個PIONEER, 不 惜花費大
量媒體宣傳, 並將酒店, 餐飲, tour等品質不斷提
升. 經過20 多年的努力, 終於促成如今 ‘南美遊
’ 的熱潮 !

音樂世界
Theresa 除 了潛心工作以外, 一直是生活在

音樂世界裡. 她的音樂造詣也很深厚! 自初中起,
她開始 學習聲樂, 鋼琴, 並在各大合唱團擔任首
席女高音領唱.

她的歌路非常廣, 從西洋歌劇, 芸術歌曲到
民謠, 甚至流行歌曲, 樣樣精通. 出國留學前, 曾
以 “黃蘭” 的芸名, 考入鄧昌國在電視主辦的
芸術歌曲節目 “你喜愛的歌”, 也考入了流行
歌曲 ‘ ‘群星會’.
並曾獲得許許,多多歌唱比賽 的冠軍!
但後耒還是放棄了 “ 歌壇 “, 走向留學之路!
在美閾UO 讀書時, 仍不斷的 進修vocal.

在洛杉磯多年耒, Theresa 一直是雅音合唱
團的領唱, 並在無數的大, 小音樂會裡獨唱. 她鍾

愛美國的百老滙歌舞劇 .有歌必有舞, 跳舞是她
另一個夢想, 從 Ball Room dance 到 西班牙的
Flamenco dance , 都融入到她多彩的人生.

這些年來，Theresa 加入了一群西裔 Fla-
menco dance team, 除了固定的練舞以外, Team
受邀到各Cities ‘ Festival 表演 並參與許多大型
的音樂慶典. Team 的美麗服裝及舞芸迎得廣大
眾的愛好!

歌唱比賽的評審: 由於愛歌的人愈來愈多,
歌唱比賽也如雨後新筍, Theresa 經常被邀擔任
評審, 如洛杉磯聯合校友會, 天下衛視, 宏觀電視
, 聯合獅子會, 台灣會館, ARK 音樂學院……….
等等. 可以說Theresa 的人生, 是活在美麗的音樂
世界 !

6/23/18 有幸被德州 JCCAA Joint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邀請參加 Scholarship
Gala, Theresa 將表演西班牙傳統歌, 舞, 同時也作
一個榮譽的sponsor!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曾擔任＂海基會＂首任秘
書長的李慶平先生，是美國兩岸時事論壇社所聘任的榮
譽顧問，曾多次來美主講兩岸關係的分析和走向。由於
李先生曾直接參與＂九二共識 ＂的形成過程； 又擔任過
中國國民黨中評委等許多要職，對兩岸形式的分析總是
有理有據，深入貼切，深得美國兩岸僑胞的關注和喜愛
。為此，德州休士頓兩岸時事評論社特別邀請李慶平先
生就當前的中美關係新形勢和兩岸關係走向分析做精湛
的專題講座。李慶平先生此次演講的主題將是＂九二共
識與未答完的考卷-- 論台灣的未來策略＂，子題內容將
包括：

一，二戰之後世界秩序的擬定及演變。
二，川普總統上任後的經貿新孤立主義及對中國大陸

軍事、高科技的新圍堵戰略。
三，世界新秩序調整中，台灣應如何應對。
鑒於講述內容大多為戰略層面的分析與論述，必將引

起大家的廣泛興趣，德州兩岸論壇社歡迎有興趣的僑胞
踴躍出席。

演講時間在本周日（ 七月一日 ）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
五時，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 ITC )(11100 Bellaire
Blvd. , Houston TX 77072 ), 為免費出席，座位有限，額
滿截止。聯絡人： 鄭長祥 832- 768- 3038

曾擔任〝海基會〞首任副秘書長的李慶平先生曾擔任〝海基會〞首任副秘書長的李慶平先生
(本報訊) 中華老人

服務協會在僑教中心
於六月二十六日上午
十一點, 理事和會員們
一同依依不捨歡送李
美姿副主任同時並歡
迎新到任楊容清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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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30屆年會
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開幕典禮

（本報記者黃麗珊） 北美洲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於6 月23日上
午 9 時 至 上 午 11 時 30 分 ， 在
5060 W. Alabama,Houston,TX. 的
The Westin Galleria Houston 隆重
盛大舉行第30屆年會暨第三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開幕典禮，以 「結
合台商共創商機，深耕北美永續
台灣」揭開序幕，來自北美洲各
地區商會共39個商會，5大洲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代表及美方政要
約 500 多人共襄盛舉，嘉賓有僑
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行政院
鄧振中政務委員、中華民國對外
貿易發展協會莊碩漢副董事長、

北美事務林梁蓉協調委員，前愛
達荷州共和黨主席葉望輝、聯邦
眾議員Al Green代表譚秋晴、休
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世界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林貴香總會長、
國策顧問暨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林見松名譽總會長等都出席盛
會.休士頓Sylvester Turner市長特
別祝賀影片.聯邦參議員Ted Cruz
成為當日壓軸的神秘嘉賓。

在與會人士齊唱中美國歌後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
宜總會長致歡迎詞，他首先感謝
嘉賓及所有先進朋友們共襄盛舉
，並感謝大家的信任，讓他有機

會為大家服務，
吳光宜總會長回
顧一年來推動的
會務包括商務行
銷，政商結合，
促進美台經貿關
係。其次是青商
培養，第二代的
承先啟後，第三
是國民外交，率
團拜會美國國會
山莊，第四是社
會關懷，募款近
75萬，分別捐助
哈維颶風和花蓮
震災。吳光宜總
會長感謝會友夥
伴們全年的支持
和協助。僑務委

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致詞，感謝北
美洲台灣商會對故鄉和國家的支
持。這一年來吳光宜總會長帶領
團隊積極奔走，為促進台美經貿
做了很多事情，他對吳光宜總會
長的辛勞致謝意。吳新興委員長
在會上同時介紹僑委會僑胞卡的
推廣。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提
到，台塑、鴻海超過 100 億美元
大型投資受到美國商界矚目。中
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莊碩漢
副董事長致詞，對北美洲台灣商
會的肯定，30年來各種表現可圈
可點，在海外充分發揮台灣人刻
苦耐勞自強不息的精神，把台商

企業發揚光大。世界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林貴香總會長致詞，到華
府扣門之旅，見到許多不易會面
的參衆議員們，可見得台商地位
之提升，並很驕傲的說以身為台
商為榮。

第 九 選 區 聯 邦 眾 議 員 Al
Green 不克出席特遣華裔助理譚
秋晴帶來國會的褒揚狀及美國國
旗，頒贈給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吳光宜總會長。譚秋晴在會
上說明，這一年來吳光宜總會長
為台美經貿和會內事務的辛勞，
特別是去年 8 月休士頓哈維颶風
的賑災捐款，讓Al Green在國會
山莊為他升旗表達敬意。休士頓
Jack Christie 市議員致詞，4 年前
訪問過台灣，去過台北 101 大樓
，對台灣人民的教育文化有非常
良好印象。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陳家彥處長致詞，感謝北美洲
台灣商會對促進台美良好關係和
經貿互助的提升。神秘嘉賓聯邦
參議員Ted Cruz致詞，台美深厚
友好關係有深厚歷史，對於民主
自由有相同共識，台美經濟是互
利互惠的夥伴關係，特別是台灣
和德州締結姐妹關係，台灣在他
個人心中有重要地位，因為他的
父親是從古巴逃離暴政而來到美
國。他感謝台商創造商機和就業
機會帶來希望。

聯邦參議員聯邦參議員Ted CruzTed Cruz於於66月月2323日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日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3030
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致詞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致詞。。((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3030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開幕典禮吳光宜總會長致歡迎詞議開幕典禮吳光宜總會長致歡迎詞。（。（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致詞對吳光宜總會長團結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致詞對吳光宜總會長團結全
球台商支持政府球台商支持政府，，開拓國際經貿商機表示肯定開拓國際經貿商機表示肯定。。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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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美南銀行20182018年年
第第1133屆清寒學生獎學屆清寒學生獎學金金66月月2121日日舉辦頒獎儀式舉辦頒獎儀式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健康養生極品健康養生極品 淨濃度高達淨濃度高達8585％％

【休士頓訊】美南銀行第13屆清
寒學生獎助學金頒獎活動於2018年6
月21日下午在總行二樓大廳內舉行。
由 該 行 董 事 長 李 昭 寬 、 總 裁 Gary
Owens頒發每位獲獎學子$ 1,000獎助
學金，其中Michelle Wen在達拉斯地
區 由 該 區 域 分 行 總 裁 Mohammed
Younus於18日頒發。

總裁Gary Owens在致詞中讚揚他
們的優秀和努力和鼓勵每位學子對於
未來大學生涯規劃。

第13屆清寒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和大學資料如下：
1. Tseng Kelly : UT Austin

2. Charlie Zong: Duke University
3. Laura Li : Duke University
4. Bowen Mei :Texas A&M
5. Michelle Wen: UT Austin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
內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服
務。目前分行在休士頓糖城、奧斯汀
、達拉斯Plano和Richardson等地區。
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swnbk.com。美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771-9700

66//11~~1111//3030 正式進入颶風季節正式進入颶風季節
，，請各位朋友準備好防災準備請各位朋友準備好防災準備

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自6月起將進入每年的
颶風季節。請廣大居民採 取必要措施防範颶風災

害。 一、美國國家氣象局將在颶風威脅到沿海地
區前36小時發出颶風預 報。此時，您需要採取如

下措施： 1、密切跟踪電視、廣播等媒體報導，及
時獲取颶風信息； 2、準備好飲用水、食品、藥品
等生活必需品和應急用品，以及照明和 救生工具
，盡量減少外出； 3、檢查電話、電視、廣播、排
水系統等能否正常使用，如有問題，要 及時維修
； 4、保管好護照等身份證件及房產證、保險單據
等重要文件。檢查護照 等證件及房產和車輛保險
是否有效，如需延期，請儘早申辦； 5、給汽車和

發電機加滿油； 6、加固門窗； 7、將戶外所有家
具、工具等物品 轉入室內存放。

緊急情況 警察-火警-救護車 9-1-1 回報可疑
行動 855-492-8244 社區福利諮詢專線/ United
Way 2-1-1 (然後按0按5中文語音) 美國紅十字會
866-526-8300 災後創傷諮詢專線 800-985-5990
有毒物控制中心 800-222-1222

資料來源: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

科學家同時發現長期食用野生綠蜂膠的人群，
其各種疾病的患病率顯著低于普通人群。而正是綠
蜂膠的神奇生物學作用造就了這世界性長壽奇迹。

獲國際權威機構認證
隨著美國、巴西、日本、歐洲等世界各地科學

家對于蜂膠的深入研究，蜂膠的價值和奇异功效逐
步獲得人們的認識與肯定。Apiario Silvestre 公司成
立於1982年，是巴西也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致力于蜂
膠產品研究開發與生產的公司。該公司不斷將科學
家們的科研成果產業化，在業界率先推出專有技
術-- 無酒精超臨界超高類黃酮萃取方案，并開發
出多種具有神奇療效的蜂膠產品。產品技術的不斷
領先與創新成為Apiario Silvestre的無盡追求，并以
此獲得了整個業界的高度認可與尊敬。

Apiario Silvestre野花牌系列產品于1986 年率先
通過巴西聯邦農業部的認證，并聘請國際最權威的
聖保羅大學生物學博士、昆蟲學博士、食品科學碩

士Dr. Esther Margarida A.F. Bastos擔任其公司首席科
學家。自創建以來，Apiario Silvestre 總計銷售野花
牌極品綠蜂膠萃取液上千萬瓶，持續以其卓越的
「永遠不打折扣的品質」贏得世界各國消費者的信

賴，奠定了世界蜂膠行業的領導者地位。
蜂膠是蜜蜂采集膠源性植物的樹脂摻和其上顎

腺及蠟腺分泌物，經蜜蜂反復加工塗到蜂巢入口、
內壁，以保持巢內相對無菌狀態的膠狀物質。蜂膠
是一種稀有的、珍貴的蜂產品。一般情况下，每群
蜂在采膠期每天只能產0.2克左右。蜂膠是由樹脂
、蜂蠟、精油、與花粉組成的混合物。野花牌綠蜂
膠中，含有許多具抗氧化作用的類黃酮(flavonoids)
。目前已經分離確認的就有二十餘類；其它還含有
三百多種天然成分，三十多種脂肪酸及二十多種氨
基酸、十多種帖烯類化合物，以及鋅等三十多種礦
物質、維生素P等多種維生素、胰蛋白酶等多種活
性物質－由于蜂膠的主要成分是蜜蜂所采集到的樹

脂物質，因此所采集的樹種或地區若有不同即會直
接影響到蜂膠的品質。原始無污染的生長環境，是
選擇蜂膠的首要條件。 而且巴西綠蜂膠品質被世界
公認最好。

日本著名醫學家山本倫大說： 「蜂膠是上天通
過蜜蜂給人類帶來的至高無上的仙丹！」但是市面
上銷售的蜂膠良莠不齊，價格也不相等。巴西綠蜂
膠一向著稱于世，而Apiario Silvestre生產的“野花
牌”綠蜂膠淨濃度最高（達85％）絕不含酒精，絕
無蜂臘、不分層、不沈澱，國際 GMP 認證，在很
多國家早成為巴西極品綠蜂膠的代名詞。“野花牌
”綠蜂膠以其“永遠不打折扣的品質”，熱銷多倫
多，實屬當之無愧的極品。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
管局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
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医学咨询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

您健康！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本巿名人郭秉培先
生主持的 「 佛山泛家居品牌產品美國展示體驗館」
於本周四（ 6 月 28 日）上午十時在史丹佛巿

舉行開幕儀式。佛山市副巿長喬羽先生親自率團
前來主持。包括： 佛山市工商局局長李燦先生、佛
山市商務局副局長李竟灤先生、佛山巿禪城區經濟和
科技促進局局長李凱先生。以及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
僑務組組長葛明東領事、僑務組張鐵虹領事，都親自
趕來參加。

當 天 美 方 嘉 賓 則 有 史 丹 佛 巿 市 長 Leonard
Scanella, 副市長Virginia Rosas 女士，廣州佛山禪城
區友好城市福遍郡郡長Robert Hubert, 及福遍郡官員
一行。史丹佛巿巿議員 Mr. Wen Guerra、Mr. A.J.
Honore、Mr. Cecil Willis、Mr. Ken Mathew、Mr. Don
Jones 等人，以及國會議員Al Green 的亞裔代表譚秋
晴女士、國會議員Pete Olson 的亞裔代表張晶晶女士
。以及休士頓 「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范玉新博
士、美國德州廣東商會會長商粵生先生、美南報業傳
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休士頓西南皇冠假日酒
店董事長徐寧波先生、AIG 保險公司休士頓分公司總
經理Jimmy Woo, 以及本次活動總協調,AIG 資深理財
專家和KW 房地產經紀人，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
劉姸女士及在場的一百多位中美企業代表和商協會成
員。

中國佛山巿副市長喬羽先生首先在儀式上致詞表
示：他代表佛山市人民政府對史丹佛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表示感謝，對所有與會嘉賓表示歡迎。他說： 佛
山是中國嶺南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大家也許沒去過佛
山，但都知道中國功夫巨星李小龍，他就是佛山人。
李小龍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了 「 中國功夫」 。而通過
了佛山泛家居品牌在一系列展銷中，讓美國乃至全世
界認識了佛山市的製造！佛山的製造業，無論家電、
家居、建材靡聲國內外。佛山2017 年的生產總值
（GDP ) 達9550 億，而工商總產值達2024 萬億，其
中 「 泛家居 」 就佔了7000 億。有句話 「 有家就有
佛山造」 ，世界各國客商來到佛山，與家居有關的

無論陶瓷地板磚、家具用品、鋁合金門窗，都努力打
造 「 泛家居」 產業產品，使之成為世界泛家居產品
之都，真誠希望與美國企業、客商合作，不僅李小龍
，佛山製造、佛山品牌，不會讓大家失望。喬副市長
表示： 佛山泛家居品牌產品（ 美國） 展示體驗館，
是佛山市在北美洲的第一家，是佛山與美國企業加強
合作的品牌，加強佛山與美國商界未來大力合作的信
用。 「 泛家居」 搭建了佛山與休市不落幕的交流平
台。佛山與休巿今後面的貿易、投資將會不斷進化，
更加深厚。佛山將幫助展舘在休市落地生根，開花結
果，企業合作更上一層樓。

福遍郡的郡長Robert Hubert也在儀式上致詞表示
： 福遍郡與佛山已建交五年的友好城市，希望 「 泛
家居 」 可使雙方更深入的合作。他歡迎佛山喬副市
長一行的到來，也為刻正在飛機上公幹的福遍郡 「
國際交流委員會」 的主席向大家致意。

史丹佛巿市議員A.J Honore 也代表該巿致詞，希
望把 「泛家居」 產所搬到史丹佛會議中心去，可能
把佛山產品永遠放到史冉佛展示。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葛明東領事在儀
式上致詞，對喬副市長一行訪休，表示誠摯、熱烈的
歡迎。常說 「 中美之間最深厚友誼的原始在民間」
， 「 泛家居」 開啟了非常好的交流機會。希望兩地
的交流合作，兩國交流，雙方共同點大於分歧。希望
喬副市長此行成果豐碩。

國會議員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也上台鼓勵
大家多在史丹佛市建構企業，該巿不收物業稅及城巿
稅，她本人擔任國會議員12年的助理，也擔任史丹
佛巿 「 城市發展委員會 」 的主委。她代表國會議員
頒發祝賀文告，由佛山泛家居體驗館美國營運方宇高
建材董事長郭秉培先生及佛山喬羽副市長、史丹佛市
副市長Virginia Rosas 、及葛明東領事等人上台代表
接受。

最後佛山泛家居體驗館美國運營方宇高建材董事
長郭秉培先生上台致謝詞，歡迎大家在百忙之中前來
參加佛山市泛家居品牌的展示館的開幕儀式。他說：

我們宇高建材公司，作為佛山品牌的運營商將全力以
赴，作好運營工作，為佛山品牌企業建立一個高效的
中美經貿合作平台。

最後是簽約儀式，由宇高建材公司董事長郭秉培
先生和進駐美國館的佛山巿浪鯨潔具有限公司銷售總
監曾濤先生、廣東金意陶陶瓷集團有限公司國際營銷
中心總經理白宏林先生、佛山巿索卡爾科技有限公司
索卡爾水件五金總經理許蔚先生上台簽約。

而盛大的剪綵儀式隨即開始。由佛山市副市長喬
羽先生，史丹佛市副市長Virginia Rosas 女士，福遍
郡郡長Robert Hubert , 中國駐休斯頓僑務組組長葛明
東領事，宇高建材公司董事長郭秉培先生，副董事長
蘇木豪先生上台剪綵。

接著，由釋延禪（ 劉根明） 師父率領 「 少林寺
文化中心 」 弟子，在現場表演舞獅，祝賀泛家居品
牌產品（ 美國）展示體驗館開幕大吉！生意興隆！

中國佛山泛家居品牌產中國佛山泛家居品牌產品品（（美美國國））展示體驗館周四開幕展示體驗館周四開幕
佛山市副巿長佛山市副巿長、、史丹佛市正副市長親臨主持開幕儀式史丹佛市正副市長親臨主持開幕儀式

圖為佛山泛家居品牌產品圖為佛山泛家居品牌產品（（ 美國美國 ）） 展示體驗館開幕剪綵儀式展示體驗館開幕剪綵儀式。（。（ 右二起右二起 ））
由由 「「 泛家居泛家居」」 郭秉培董事長郭秉培董事長、、佛山巿副巿長喬羽先生佛山巿副巿長喬羽先生、、史丹佛市副市長史丹佛市副市長

Virginia RosasVirginia Rosas 女士女士、、史丹佛市巿議員史丹佛市巿議員A.J. HonoreA.J. Honore 先生先生、、中國駐休士頓僑務組組中國駐休士頓僑務組組
長葛明東長葛明東、、 「「 泛家居泛家居」」 蘇木豪副董事長共同主持剪綵蘇木豪副董事長共同主持剪綵。（。（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簽約儀式現場圖為簽約儀式現場。。由由（（ 後排右起後排右起）） 郭秉培董事長郭秉培董事長、、喬喬
羽副巿長羽副巿長，，RosasRosas 女士女士、、胡伯特先生胡伯特先生、、葛明東領事上台見葛明東領事上台見

證簽約證簽約。（。（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福遍郡郡長福遍郡郡長Robert Hubert (Robert Hubert ( 中中 ）） 頒贈賀狀頒贈賀狀，，由由
佛山市副市長喬羽佛山市副市長喬羽（（ 左左 ）） 「「泛家居泛家居 」」 郭秉培郭秉培
董事長董事長（（ 右右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譚秋晴譚秋晴（（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 代表國會議員代表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頒頒
發賀狀發賀狀，，由郭董事長由郭董事長（（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 及市長們代及市長們代

表接受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左左 ））
親臨現場親臨現場，，向郭秉培董事長向郭秉培董事長（（ 右右 ）） 祝賀祝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開幕儀式的現場嘉賓百人出席盛會開幕儀式的現場嘉賓百人出席盛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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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筆者接診了幾位皮膚病人。他們的共
同特征是：不明原因的在面部、頸部、手臂等暴
露部位出現條狀或片狀的紅斑，上面有密集針頭
大小的水泡和膿皰，有的伴有局部疼痛和瘙癢。
患者多在早晨發現上述癥狀，問起病因又說不清
、道不明。

根據皮損的部位和形態特點，專家做了“隱
翹蟲皮炎”的診斷，並告訴患者皮膚病是飛來的
，是飛到他們皮膚上的一種昆蟲引起的。

患者聽到時，大多持懷疑態度。經過仔細詢
問，他們中有的是夜間外出，有的是夜間門窗未
緊閉。經溝通之後，患者對該病有了一個正確的
認識，打消了就診時的疑慮。

隱翹蟲,又稱為"影子蟲",因翅膀不可見而得名
。自然界中的隱翹蟲約有250多種，其中，毒隱翹

蟲因體內有毒液，可引起皮炎。此蟲常棲居於草
木間或石下，晝伏夜出，有向旋光性。若停於人
體皮膚上被打或壓碎後，其體液及生殖器內含有
的強酸性毒素外溢，觸及皮膚，往往數小時內引
起皮炎反應。
那麽，隱翅蟲皮炎怎樣判定呢？診斷依據如下：
1、本病常出現在夏秋季節，出現在皮膚的暴露部
位，可表現為水腫性紅斑，上面有小丘疹、水皰
或者膿包等癥狀。先是針紮一般的疼，過幾天就
會非常的癢，傷口周圍產生黃色的圓暈，化膿成
為膿包。
2、隱翅蟲皮炎患處可感覺灼痛及劇烈瘙癢，有時
還可能出現發熱等全身癥狀。常會影響睡眠。
那麽，得了隱翅蟲皮炎該怎樣辦？
要按照皮膚科的常規進行護理。飲食上要少吃一

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避免喝酒和海鮮類的發
物，以免刺激皮膚。還應註意給皮膚補水，保持
滋潤。

此病預防重在避免接觸此蟲。如遇蟲落在皮
膚上，切勿在皮膚上拍打，以免蟲液外泄。已發
皮炎者應去看醫生，或用不含激素的皮膚病藥膏
外敷。
所以，此病重在防護，平時需要註意以下幾點：
1、應積極清除房屋四周的雜草、朽木以及垃圾，
這樣可以搗毀毒隱翅蟲的棲息地。
2、夏季的時候可安裝紗門、紗窗，避免毒隱翅蟲
飛入室內。
3、盛夏的季節不要開窗開燈睡覺。
4、發現有毒隱翅蟲在身上的時候，避免用手拍打
、揉搓。

即使得了隱翅蟲皮炎也不用怕。目前，加拿大熱
銷的《劍牌》皮膚病霜就是治療各種皮膚病的良
藥，包括隱翅蟲皮炎。此藥為祖傳秘方，純天然
中草藥精制而成，溫和、細膩、無激素、無刺激
，還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對患者來說，有
加拿大政府的認可，此藥安全性就有了保證，剩
下的就只有“效果”了，一試便知，你一定會驚
嘆它的神奇！
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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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圖片及銷售網點見第C2版。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飛來的皮膚病——隱翹蟲皮炎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
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
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
腦部CT、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
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
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
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
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
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
！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禍之後
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
後很快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

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
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
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
，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對於大
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年之
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
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
，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
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
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

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
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
、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
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
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部位
，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
、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
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
就晚了。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
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
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不
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
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
硬膜囊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
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
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
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
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
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
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
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
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
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
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
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
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
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
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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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8年7月移民排期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2年01月01日,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
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年01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3年01月01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7年05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08月01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年04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6年01月01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06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10月01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4月
22日中國大陸2011年04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06
月22日中國大陸2016年06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8
月15日中國大陸2011年08月15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年05月
01日中國大陸2006年05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4年11月
15日中國大陸2004年11月15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年03月
08日中國大陸2012年03月08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年12
月01日中國大陸2017年12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年01
月08日中國大陸2012年01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年09月
22日中國大陸2006年09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年05月
01日中國大陸2005年05月01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歲以下未
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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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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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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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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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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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
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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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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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各校旗隊進場登台亮相各校旗隊進場登台亮相
的壯容的壯容。。

由由Jen Wang & BarbershopJen Wang & Barbershop 表演四重唱表演四重唱
「「 You Raise Me UpYou Raise Me Up 」」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20182018 年會暨獎學金之夜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上上 ））

會長謝家鳳會長謝家鳳（（ 中中 ）） 頒獎給贊助人嚴杰頒獎給贊助人嚴杰
、、何怡中夫婦何怡中夫婦（（ 左二左二、、左一左一），），黃其嘉黃其嘉
（（ APF Travel Inc. )APF Travel Inc. ) （（ 右二右二））等人等人。。

理事長鄭昭理事長鄭昭（（ 左左 ）） 頒獎給頒獎給 「「 黃金贊助黃金贊助
」」 朱唯幹教授朱唯幹教授（（右右）。）。

圖為銘傳大學校友會代表圖為銘傳大學校友會代表。（。（ 左一左一））
為為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洪良冰。。

（（ 左起左起 ）） 「「 黃金贊助黃金贊助」」 朱唯幹朱唯幹、、朱琨夫婦朱琨夫婦、、
前會長洪良冰等人在大會上前會長洪良冰等人在大會上。。

今年的今年的 「「 鑽石贊助鑽石贊助 」」 黃其嘉黃其嘉（（ 左二左二 ）） 與與（（ 右起右起 ）） 「「 大大
專校聯會專校聯會」」 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洪良冰、、會長謝家鳳及朱琨等人合影會長謝家鳳及朱琨等人合影。。

即將入場前的即將入場前的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各校旗隊代表合影各校旗隊代表合影。。



BB99星期六 2018年6月30日 Saturday, June 30, 2018
休城畫頁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第3300屆年會屆年會
外交部晚宴外交部晚宴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66月月2222日在日在Westin GalleriaWestin Galleria主持主持 北美洲台北美洲台
商會聯合總會第商會聯合總會第 3030 屆年會外交部晚宴屆年會外交部晚宴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在晚宴上頒發當天的高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在晚宴上頒發當天的高
爾夫球賽優勝獎牌爾夫球賽優勝獎牌，，女子組第一名王月杏女子組第一名王月杏，，第二名彭金錠第二名彭金錠，，第第

三名胡美惠三名胡美惠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在晚宴上頒發當天的高爾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在晚宴上頒發當天的高爾
夫球賽優勝獎牌夫球賽優勝獎牌，，男子組第一名曾柏樺男子組第一名曾柏樺，，第二名吳光宜總會長第二名吳光宜總會長，，

第三名何文祥第三名何文祥，，淨杆第一名楊朝詔淨杆第一名楊朝詔..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 3030 屆年會外交部晚宴邀請屆年會外交部晚宴邀請前愛達前愛達
荷州共和黨主席葉望輝參與晚宴荷州共和黨主席葉望輝參與晚宴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北加州台灣青商會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北加州台灣青商會吳浩正會長及團員們和吳浩正會長及團員們和
世界總會青商會宋美滿會長同樂於世界總會青商會宋美滿會長同樂於 外交部晚宴外交部晚宴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夏威夷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夏威夷代表代表 謝雪華謝雪華、、王月杏王月杏、、林譽臻林譽臻、、陳陳
煥升煥升、、何文祥會長何文祥會長、、許嘉凌與會同歡許嘉凌與會同歡

休士頓台休士頓台台商會周政賢夫婦台商會周政賢夫婦、、方台生夫婦方台生夫婦、、楊朝詔夫婦楊朝詔夫婦、、宋明麗宋明麗
、、吳宏傑吳宏傑、、鄭嘉明夫人及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出席盛會鄭嘉明夫人及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出席盛會

達福地區達福地區 台商會陳世修台商會陳世修、、羅玉昭等與吳新興委員長及僑教中心莊羅玉昭等與吳新興委員長及僑教中心莊
雅淑主任雅淑主任外交部晚宴外交部晚宴 上上 相見歡相見歡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宴請出席夫人黃惠榆宴請出席 北美洲台商會聯北美洲台商會聯
合總會第合總會第 3030 屆年會貴賓屆年會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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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陪我單飛的日子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感謝主恩典， 
感謝許多人的關

心代禱，使我心

裡有力量、大享

平安來奔跑天路

程，繼續做主耶穌給我的託付。號角月報

德州版六月p7刊出「懷念潘政喜牧師紀念

專輯」，盼望藉著祂僕人的5/13/18忽然

被接回天家，聖經上說:「他雖死了，仍

然說話。」感謝主，我們可以為他說話，

為他作見證，美南新聞日報基督教福音

版(見美南社區B13  )6/1/18也復刊了，也

陸續刊出「懷念潘牧師紀念專輯」，號

角月報也上網刊出www.cchc.org。我也用

Wechat,line,messenger,facebook來傳揚，讓

潘牧師的美好愛神愛人的生命見證，回盪

在世界各角落。

在此與讀者分享一個小插曲，猶記得5
月18日（周五）凌晨12:30時至二時左右電

腦多次當機，Pamela著急愁眉不展，不知

道如何是好，她心中默念「潘牧師，你在

天上看到我們正在熬夜忙著作你的紀念文

集，你快幫忙我禱告啊！」我告訴Pamels
說我們要宣告禱告「我們奉主耶穌的名禱

告，求主寶血遮蓋電腦，捆綁空中屬靈氣

的惡魔搗亂，我們神的旨意不能被攔阻，

我們出版《懷念潘牧師紀念文集》是要榮

耀主耶穌祢的聖名，讓閱讀的人得益處，

耶穌全勝利！讚美主，阿們！」禱告完電

腦開始啟動繼續正常運作，讓Pamela排版

編輯順暢工作至上午九時，如期送交印刷

廠，當天晚上我們即收到印刷精美的三百

份《懷念潘牧師紀念文集》與三百份《追

思感恩禮拜手冊》。

5月19日（周六）2-4pm潘牧師追思

感恩禮拜後，第二天我們去西南國語教會

做主日禮拜敬拜主，下午松玉坤泉夫婦的

愛心主動幫忙接送孩子們去機場，他們趕

回東岸去工作。感謝松玉姐妹當晚也來陪

我住，白天載我進出辦理喪事後要處理的

事，求主記念好友松玉坤泉他們夫婦的愛

心接待我，有時坤泉兄親自下廚作中式營

養食物，有時松玉載我去享用中東健康美

食，說是換個環境讓我精神放輕鬆。有時

我買何處覓小館的肉圓、粽子等可口小吃

和松玉坤泉夫婦彼此分享；我也邀約松

玉、Pamela一起去吃美式食物，感謝她們

二位和我熬夜趕作《懷念潘牧師紀念文

集》、《追思感恩禮拜手冊》。我們是

《懷念潘牧師紀念文集》老編與寫作與邀

稿、校稿合作愉快的鐵三角，兩天完成在

人看來不可能的任務，一切感謝讚美都歸

給天父。

感謝Anna辭職返回休士頓三週，協

助我處理喪事後的大小事，我們穿梭在

銀行、車管處、社安局、藍星印廠(一同

寄號角月報)、珍寶海鮮城(參加袁長老家

喜宴)、中美餐館(與牧師師母“茶”經班

相聚)、東雲閣(飲茶)、大中華、惠康、H 
Mart、六品、Best buy(送去不用的見證錄

影帶、講道錄音帶等)、整理家、整理車庫

等等，我們一起寫感謝卡270份給親朋好友

們，感謝天父也恩待Anna在回東岸前又順

利找到雙語教職工作，九月上班。

感謝號角義工曾惠蘭老師也抽時間來

幫助教導我有關如何處理財物歸化與投資

理財，我個人素來對金錢數字都無興趣，

全心全意事奉主，我們家財政部長是潘牧

師，他回天家後，我要接手作財物管理

了，學習作聰明的工人，《馬太福音 25章
20節》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 
千來，說：主阿，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

看，我又賺了五千。

我現在每天靠主耶穌恩典學習過再單

飛的日子，祂與我同在(祂與我同飛)沒有

撇下我一人在這裡，因我常做祂喜悅的

事。再談！

◆友人來信照登

(1.) Dear 潘師母，妳或許不記得我，

但我自許多年前就仍記得妳。李道宏牧師

(亞利桑納州)轉寄給我潘政喜牧師的訃聞

和「懷念潘牧師紀念文集」。我知道對妳

來說這是不容易的，但對潘牧師來說與主

耶穌同在是好得無比。我現在 92歲了，我

期待有一天我能和主耶穌永遠同在一起。

願主祂自己安慰妳和妳家人。 
Wilma Kasten (柯妙華教士-昔日台灣

高雄聖光神學院老師。)
(2.) 潘師母，感謝您和潘牧師對我們

教會，對遊學生們和燒傷兒童一直以來無

私的關愛，神必紀念。潘牧師的追思禮

拜，海灣教會大半成員約30位都出席了。

求主安慰您和眾親屬的心，讓我們在禱告

中彼此扶持，繼續神國的事工。   
傅雨/海灣華人教會

(3.)潘師母，謝謝您所有的分享，多麼

的用心將潘牧師的一生呈現在大家面前，

請您保重身體(看到您消瘦不少）潘牧師一

生美好的見證與德行，必蒙神的喜悅，也

永遠存在我們心中成為榜樣。

劉如桂/休士頓

(4.)在5-19潘牧師追思感恩禮拜中看

到您鎮定不亂、堅強自信，真是我們的榜

樣，不容易呀！陪伴身旁數十年老伴，突

然辭世，會有很多的不習慣，但這條路無

人能免的呀！          邱彩珍/美南台福

(5.)你們全心全人的奉獻生命，發出最

美的香氣。神與妳同在，將來會再相會！

楊建威牧師Lily師母/佛州

(6.)師母平安，這段日子您真的辛苦

了！要獨自打起精神處理所有的相關事

務，上帝為潘牧師安排了您這位合神心意

的配偶，為牧師處理所有的身後事，充滿

了知性，溫馨與懷念，師母，身體要保

重，阿爸天父接回了祂的兒子，您跟牧師

會在天上再相聚的。     甘玉玲/臺北

2002 年 2 月 底，

我們夫妻從當時還下

雪、寒風凜冽的加拿

大，南飛抵逹休士頓。

那是內人第一次來到

休士頓，之前，我曾

來過休士頓一週。對

德州人的純樸、厚道、

慹誠印象深刻。下飛

機那天德州的天氣雖

仍有點涼，可是我們的心且充滿溫暖。與寒

風刺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對比。尤其對廾

多年長居於寒帶的我們來說，休士頓的天

氣就像春天已來臨似的。真令人心曠神怡；

尤對上主和這塊美麗的土地，心中更是感

激及歡欣。

大約十天後，為認識，恩惠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周遭的景點、商店、銀行。我從恩惠

教會，走到現在的華美銀行旁邊時；一個

中文的招牌「西南國語教會」，瞬間出現

於我眼前。仔細一看，我心猜測很可能這

「西南國語教會」是向「美國福音信義會」

租借的教會。兩個月後，一位曾在這間美國

福音信義教會，主日崇拜司管風琴的姊妹；

帶我去參觀西南國語教會。她告訴我：「你

的猜測沒錯。西南國語教會是向美國信義

懷念潘政喜牧師 -友人感言

會租的。他們的潘政喜牧師，也是從台灣南

部來的鄉親。」可惜那天沒遇到潘牧師。

之後不久，我才認識了潘牧師。但因當

時剛就職恩惠教會不久，探訪會友及許多新

事工 ...... 使我與潘牧師沒更多的時間及機會

相處；雖然兩個教會距離很近。偶爾在教牧

同工祈禱會上遇到他；也只彼此寒暄問候一

下。有一陣子，我很少去參加教牧同工會；

彼此見面的機會也就不多。有一年回台探

親、在台南才知道潘師母在屏東時，曾和我

表妹高美香在醫院同事過。從那時起，直到

今年母親節前，我對潘牧師，師母才有更深

一刻的認識。

幾年後「西南國語教會」知道，他們所

租的這間美國福音信義會決定要拍賣；我

立刻去請教潘牧師。一問才知，他們很想買

下那教會，可是美國福音信義開出的價碼，

遠越過西南國語教會所能負擔的。我一聽到

那價錢這麼貴，也就沒告訴潘牧師，我們也

想買。雖然我心底一直希望能買到這幅員

大，地奌好、交通又方便；建築那麼美麗

的教堂。後來真可惜，這教堂被加州一財

團買去。他們把那優美的教堂拆下；改建成

現在整齊一排的商舖及建築。但幾個月後，

感謝主的帶領及美意，在潘牧師及許多他

們教友、同工們的祈禱及奔波下；他們在

Bellaire Blvd 買

到一塊近 2.6 畝

土地。準備著手

申請許可，要建

一新教堂時；又

接獲，在這塊土

地前方的美國人

教會連教堂、停

車場、土地共三

畝要出售。加上

之前他們已經買

成的那批地，加起來就近六畝了。在市區裏

擁有這麼大的地，是上主的賞賜及恩典。

那時，記得我告訴潘牧師：「您這麼勤

快，信心又這麽堅強；上主必成全您的心

願，主會垂聽西南國語教會會友的禱告。成

全您們的心願。」果然，萬能又慈悲的主，

在我們想像不到或困擾、憂慮的時候，祂

總會為愛祂又順服的子女，開一條，充滿活

力及光明磊落的大道。誰知道，上主就把現

在西南國語教會使用的這美麗教堂，以合理

並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給他們，賣方的教會

唯一附加的期待，就是希望以後不要把這美

麗的聖殿變賣成商業用的建築物。當然他們

也深信，西南國語教會一定不會令主及許多

愛主的人失望，因他們希望往後有更多人，

在那神聖的聖殿裏，永遠敬拜、頌讚主的聖

名，使那聖殿成為萬民祈禱、蒙救恩、蒙

福，宣揚十字架真理的聖殿。

現在回想這件事情及其經過，我想有

很多人，心中一定仍充滿興奮和感謝主。

再過兩天，五月十九日，我們將在休士頓

市 Bellaire Blvd 西南國語教會，舉行故潘牧

師的安息追思禮拜。是很有意義的。理由有

二（首先，我個人很感激也很感謝西南國

語教會、同工會、陳明輝牧師、韓友惠牧師

等，他們出自愛心；提供這美麗的聖殿來悼

念、追思及感謝潘牧師）。第一：這是潘牧

師牧養很長的教會。一共 17 年之久，直到

2010 年 1 月 31 日他 69 歲退休為止。在這

教會裏，有很多值得懷念的事，以及虔誠、

敬愛主及愛這盡忠的僕人—潘牧師、師母—

的兄弟姊妹們。第二：我想這也是潘牧師、

師母付出最多心血、勞力、禱告、時間、生

命�的一間教會。潘牧師是一位很謙遜、低

調和藹可親的僕人；很多他右手所做的連他

的左手都不知，因我從未聽過他誇口他所曾

做過的大事，他只高舉十字架，只誇口宣掦

主的真理及福音，他愛主，也愛主的羊群，

更熱心照顧和協助很多他的同工們，他更是

一位不辭勞苦、困難、不計較自己利益，犧

牲自己、十二分樂意助人的好牧人。對於那

些弱勢的族群或需要的人，他常伸手助人一

臂。他退休後和師母兩人，連續六年事奉第

一台灣教會就是一例。 其實他這種勤奮精

神、堅定的信仰及深愛主愛人的行為，在他

學生時代就表現無遺，怪不得他在高雄市聖

光神學院畢業，服務教會幾年後；就被一位

愛主的美國牧師，提供他三年全額獎學金，

（免學費、宿舍費）就讀美國印第安納州，

著名的 信義會神學院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ayne, Indiana 的研究所碩士

班。直到他畢業去紐約 水牛城牧會。

我們真的感謝上主賜潘牧師寶貴的才

能、謙虛的生命、堅定的信仰。我們慶賀他

的生命，也很不捨及惋惜他這麼快，就離開

我們回天家。但主久等候他，說：「這是我

盡忠職守又善良的僕人。」其實人生的歲月

就是如此短暫，舊約 詩篇不是如此記載：

「�主你像洪水一般把我們冲走，我們的生

命短暫如夢。我們像早晨發芽生長的草，晨

間生長茂盛，夜裏淍萎枯乾。我們的生命像

一聲嘆息消逝了。」詩 90:5；9 因此，求主

我們一謙虛的心。好譲我們有智慧聰明，能

時時仰望上主，背自己的十字架，若有更多

的能力 也背他人的十字架；忠心的跟隨主。

誠如潘牧師留下那美好的榜樣，勤奮、愛

主、助人。終生依靠主，堅信不移跟從衪。

敬愛的潘牧師，我們思念你，也深深感謝

主。安息吧！你的信及愛常在我們的心裏。

「上主阿！我們仰望你；願你的慈愛常

跟我們同在！」詩 33:22

●永遠的懷念
十九年前，我和

夫君自台來美，應邀

冒險參與黃興偉牧師

在美傳福音工作。

第一個感恩節，

蒙西南國語教會招待

社區中外人士上千人

免費大餐，印象深

刻，遠超過以往任何在台及在美的餐敘活

動。

潘政喜牧師待人謙和、誠懇，得師母的

全心全意幫助，祝福了許多教會及新移民，

我到今天仍能不斷帶新移民倆代進教會，不

能不說開始都因受他倆夫婦的影響與鼓勵。 
今天每次光鹽社還一直登載我的稿件，也因

當時潘師母帶我去見徐松玉，就許下心願要

像她一樣，做一個寫作勇士。

今天雖然潘牧師先走了， 您所播的種

子會一直發旺繁延， 主再來時，必一同歡

喜快樂。                            高唐萬千謹誌

●潘牧師 : 您安息吧 !   / 鄭振威
我們夫婦接到潘師母有關您 5-13 被送

到醫院急救的短信時，我還跟潘師母回說我

們會一起為潘牧師禱告，我因為手機正在充

電，等到下午我開機時，我太太已經微信給

我說我們應該去參加潘 ( 政喜 ) 牧師的安息

禮拜，我這才看到潘師母發出的最新消息， 
潘牧師您走了，完成主在世上的托負安息主

懷了，沒有疼痛就這樣與主同在，好不令人

羡慕啊 ! 
記得我還在紐約市讀信心神學院時，您

和師母 1993 年剛從紐約州水牛城搬到休士

頓西南國語教會履新，那是 25年前的事了， 
神學院郝院長知道我們夫婦憑信心仰望神

的供應，告訴我們您和教會願意支持我們，

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我們無論在工場或是返

美述職都知道有您和師母暨西南國語教會

牧長同工一直在經濟和禱告上面是我們夫

婦最好的宣教夥伴 ! 
2012 年我在紐約眾教會中有按立牧職

的需要，您和師母不辭辛苦遠去紐約和眾教

會牧長為我們按立祝禱，您在幫助後進的方

面…實在是不遺餘力啊 !
您從西南國語教會退休以後，您仍然繼

續幫助附近第一教會的牧養和講道直到去

年才完全退休，但您和師母仍然每週末到各

處講道，您這樣忠心服事主直到最後一刻，

實在是我們最好的榜樣啊 ! 誠如保羅在寫給

提摩太后書中所說 ( 提後 4:7)，潘牧師您已

跑完當跑的路，打了當打的仗，守住所信的

道 !
雖然擺在我們前面的不是一條易路，

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得救 ( 耶
8:20)，但您給我們留下的榜樣和主對萬民

萬族的應許時刻激勵著我們繼續向前勇進。

潘牧師 : 您安息吧 !       2018/05/16

●期待在天家再會　／傅雨

有的人離開我們

走了，多年之後再想

起他 ( 她 ) 來，人們

都滿懷遺憾：這麼好

的人，若還健在，能

行多少的善事？能

為主做多少善工？然

而，他們就這樣猝然

離我們而去，甚至沒

留下一句道別的話。潘牧師和黃宗哲醫師都

是這樣的人，我們將永遠紀念他們。他們留

在我們印象中的，也永遠是他們精神奕奕，

音容宛在的最美好的形象。

我們知道他們去的地方，也期待將來與

他們在天家的再會。逝者永眠，生者能做的

就是努力讓這個世界變得就像他們還活著

一樣，如此他們就永遠與我們同在了。

●與他同走天路 --Katherine 秦 / 休士頓

潘師母，聽到潘牧

師這忽然如飛而去的消

息非常震驚和意外，不

過潘牧師現在已經與他

熱愛的主耶穌在一起，

被主愛環繞，不再有眼

淚和痛苦，實在美好無

比，懷念眼淚都是還在

地上的人的事情。請潘

師母節哀，保重，我們

愛妳，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事請儘管吩咐。

感謝主帶我參加 5-19 潘牧師的追思感

恩禮拜。潘牧師的追思感恩禮拜好美！謝謝

師母的分享。我很認同師母在潘牧師的追思

禮拜上的分享，「神對牧師“另有任用”」。

神的榮耀正在從天上傾注下來，末後我們要

見證經歷的榮耀要大過先前的。GLORY! 更
多的禱告等候神。我覺得您也將進入一個更

深的被神預備經歷神的階段。這一段路神要

妳一個人走，沒有潘牧師的同行，因為神要

妳更深的經歷與祂的同行。感謝主！他是神

忠心又良善的僕人，也辛苦妳這麼多年照顧

他與他同走天路。辛苦了師母。盼望那一天

榮美的重逢！哈利路亞！

徐松玉、潘師母

參加袁長老家喜宴

悼念  勤奮及信心堅定的良牧—潘政喜牧師
◎江榮憫 牧師

江榮憫牧師

潘牧師師母 1992來訪
西南國語教會

2005西南國語教會獻堂典禮

秦姐妹

※更正啟事※
上期《主內一家親》，其中有提
到「山西聖經學校」，應該是「陝
西聖經學校」，在此致歉。

傅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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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意

順之中，面對現實，一切順其自然，安

全第一。

二、不念舊惡 不憎惡人

我們家鄉有句話說：「若要人像

我，除非兩個我」。確實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正因為人人各自的業力不

同，有緣者會歡聚，無緣者則會排斥。

不可否認，做人一定要明辨是非，知曉

善惡。但瞭解了是非善惡後，其目的

是要人自度度人，而不是讓人生氣、

結怨。在現實社會裡，有的人不分善

惡，所以到處為非作歹；有的人却又因

為嫉惡如仇，而容不得他人半點過失。

俗語說，水清則無魚，當人喜歡記仇記

恨，不能原諒別人，包容別人時，人就

會愈來愈自我，愈來愈孤立。何況有些

情形還不是善惡、是非的問題，乃是人

與人之間的個性差異，因差異而對立，

無法相容。因此，如何在道理分明中，

技巧地應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仇恨，乃是一門大學問。

其實我們都了解，在凡夫位的大

眾，人人都有長有短，很難找到那一

個人完全沒有缺點，包括我們自己在

內，總會難免有些過失。因此，在這

樣的現實環境中，如果我們只看他人

的缺點而不看自己的缺點，只說他人不

好，不說自己不好，那是有失公正的。

假如一個人的優點多過缺點，我覺得那

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值得讚歎。萬一有

人是缺點多過優點那又怎麼辦呢？我的

看法是能度則度，不能度時，也可「默

擯」，保持距離。特別是假如自己是當

事人，當對方惡性頑劣，不可理喻，無

法溝通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冷靜面對，

不要再增加負面的因緣，滋生煩惱。其

間最重要的，就是在自己內心裡，要保

持平靜，切莫生氣，更不要將往事思來

想去，記仇記恨，起瞋怒心。因為這種

心情，對自己一點好處都沒有，只會增

加苦惱。相反的，我們要如理思惟，自

我反省，培養包容，原諒對方。其實人

與人間，有時是一個緣字，緣分常常影

響人際關係。瞋恨心不能結緣，慈悲者

才有機會與人增進友誼，而不念舊惡，

不憎惡人，正是朝向這個目標的根本動

力。

三、珍惜因緣　創造因緣

人一生中的因緣，一直在變化中，

在這股緣生緣滅的洪流中，我們如何面

對無常？如何堅持道念？乃是修行中的

基本功夫。假如一個人不知緣起法，既

不懂得修正自己的內因，也不了解如何

去善用外緣，生活中必定會逆緣重重，

挫折重重，常嘆無奈。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全體人

類的大共業中生存，有些因緣關係不

大，但有些因緣則是形影相隨，無形

中，有股牽引力，製造人生的各種際

遇。當生活順意時，我們都不太會注意

周圍人事因緣的存在，以為一切都是自

然而現成的，可是一旦生活不如意時，

我們就會怨東怨西，嫌周圍的人事不配

合、不幫忙。從佛法的觀點講，人的命

運，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怪不得他人。

人想幸福安樂，就要珍惜、加強幸福安

樂的因緣，假如這方面的因緣不足，也

不要擔心，可以設法創造、培養。

有的人濫用「隨緣」，以為隨緣就

是順其自然，守株待兔，不需要作為。

其實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能了解，當

我們面對惡緣時，是不能順其自然的，

一定要改變，一定要淨化，不能等待，

不能因循。因此，「隨緣」的真實意

思，應該是隨著因緣的變化而善用因

緣，將一切順逆境界，都轉成修行的

活品質。譬如，我們非常希望想見的客

人沒來，人會失望；在會議中，我們所

提的意見，沒有得到接納，心裡會有些

不舒服；在談話中，突然受人真誠的讚

歎，我們會非常高興；相反的，只要有

人表示對我們有意見，人就會馬上設

防，準備自衛。怎麼樣去調整自己呢？

如何依正見、正思、正念來生活呢？我

覺得「明覺」的功夫非常重要。所謂明

覺，就是隨時保持內心的觀照力和反省

力，從明了覺省中，不斷地修正自己，

遠離貪瞋癡。

約在九0年代，有一次我經香港去

緬甸探望親人。留港期間，有位老居士

約我去素食館受供。我因身患感冒，有

些頭痛，一再謝絕，但老人家很堅持，

一定要請我吃飯。最後不得已，只得

答應。不巧當天下大雨，不能在門口

下車，只能先進地下停車場，再設法

上來。司機把車停妥後，老人家帶我

找電梯，但繞來繞去，就是找不到，

可能是自己體力不足，再加上有點暈

眩，我愈走愈累，愈累就愈覺得不應

該答應今天的約會。正當胸口有點不

耐煩時，突然內心慚愧，馬上轉了一

個念頭，我為什麼不感謝眼前這位近八

十年歲的老人家，正在辛苦地為我找電

梯呢？很奇怪，念頭一轉，身體馬上有

股輕安之氣生起，令人感覺精神愈來愈

好。等走進餐館時，我用滿心歡喜，向

老人家真誠致謝，身上的感冒，似乎已

恢復了大半。我常常發現，在現實生活

中，明明有些事是好事，有些因緣是值

得感激、歡喜的，但只因我們接受的心

態不對，我們分析的方式有問題，結果

將別人的好意變成了煩惱，那是非常可

惜的。因此，如何善用明覺之力，糾正

自己，乃是每日生活中的根本道業。

結語

佛門中常說：不怕念頭起，只怕覺

照遲。進一步講，「溪聲盡是廣長舌，

山色無非清淨身。」我們生活中遇到的

種種境界，只要善於處理，無非皆是助

道因緣。正因為人世間的缺陷和不圓

滿，在煩煩惱惱中，更堅定了我們向道

的志願。如果在二六時中，經常保持觀

照，用「明相應觸」來應對一切境界，

不再隨著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來對

待人事時，生活的喜悅，會自然現前。

人在現實生活中，有時清醒，有時

糊塗，所以一天下來，有的經驗、令人

高興；有的經驗，令人遺憾。在一年三

百六十五天中，如果我們不知如何用

心，僅是隨著雜染的觀念和習慣來應

世，人是很難掌控自己的喜怒哀樂，也

很難預測下一步的情緒變化。即使是在

幾秒鐘之內，人可以從天堂掉進地獄，

也可以從地獄突升天堂。

我覺得，人人都想快樂，但偏偏沒

有注意到，我們的所思、所言和所行，

很多地方却是與快樂背道而馳，猶如緣

木求魚。最可惜的是，我們又不一定能

如實反省自己，調整自己。一旦習以為

常後，下意識裡，反而以為，自己的煩

惱都是他人加給的，與自己的身口意

業，完全無關，進而發展出怨天尤人的

心情，把自己當成是受害者和無辜者。

其實，從學佛的角度看，真修行

者，是要將一切現實中的果報，看成

是自己的業力因緣；種種苦樂，都是

自作自受，怨不得他人。唯有反求諸

己，人才會認識自己，糾正自己，改

變自己。什麼事快樂？什麼事不快樂？

基本上也在一念之間，不是他人所能主

宰，全由自己掌控。因此，自淨其意，

善用本心，即是根本的離苦得樂之道。

如何借境觀心，淨化生活，開展喜悅人

生？茲有幾點淺見，以供有緣者參考。

一、人在那裡 心在那裡

把心帶在身上，不要讓心天馬行空

的到處亂跑，是照顧自己和安住自己的

第一步。所謂不會用心，用心不當，或

無心可用，大部份的狀況，就是心不在

焉、心不在現在、心不在當下，身與心

各奔東西，無法合在一起，處理眼前的

境界。譬如，當我們聽人講話時，只要

意念溜去別的地方，耳朵即使聽到聲

音，也無法真正了解講者所說的內容，

所謂「聽而不聞」，就是這種狀況。

每逢開會，基本上我都是卯足精

神，注意聽與會者的發言，因為聽懂

了大家的意見，開會才有價值，事情

才能定案。如果不用心聽講，等事情有

變化時，才追問開會時是怎麼商量的？

為什麼自己沒有機會充分了解？那就太

遲了。我覺得人與人間的種種誤會和糾

紛，大部份都是因聽話不當或講話不當

而製造出來的。

人在那裡，心在那裡，其重點就是

要身心和合，身心統一。當心隨身住

時，人就能跟著身、境的變化，如實觀

察現前境界，掌握因緣，善用因緣。譬

如：身禪修時，心也禪修；身走路時，

心也走路；身做事時，心也做事；口說

話時，心也說話。我發現，只要心能專

注於當下，動也好，靜也好，一般都能

保持安定，不容易煩惱。相反的，假如

身心無法統一，兩者南轅北轍的話，人

就很難平和。譬如遇到塞車時，假如

心有急事，人就很難安靜地面對交通

現狀，雖然身在車中，但心已跑到別

處，想快而快不得時，即會變成壓力。

因此，每遇塞車，千萬不能急躁，在不

借 境 修 心

助緣，走向慈悲利樂的自在之道。

珍惜因緣就是應用善巧方便，將現

有的一切因緣，充分發揮，成就功德善

業；創造因緣，則是透過發心立願，以

積沙成塔的精神，將原本沒有的因緣，

慢慢培養起來，開創新的格局，提升生

活境界。因此，在緣起的世間裡，珍惜

因緣則不浪費因緣；創造因緣則可開發

因緣，當兩者同時並進時，人生必定少

煩少惱，心想事成。

四、放下得失　提起明覺

約二十年前，我在台灣探訪一位長

老時，目覩當天來拜訪長老的信眾，

絡繹不絕，非常忙碌。長老為了爭取

時間，就叫我陪坐身邊，方便隨時談

話，陪著接見大眾。經數小時候，終於

可以休息了，我就請問長老：您老每日

那麼繁忙，如何保持精神和體力？長老

說：人在繁忙中，心不要忙，同時要放

下得失心。沒有得失心時，事情過去就

過去了，不會變成負擔。當日我雖坐了

很久，但無法記得我們聊過那些話，只

有這句：「放下得失」，却是令我永恒

地記了下來。

我們在人來人往中，人最大的心理

障礙，就是患得患失。每逢有事要做，

有問題要處理，我們都會習慣地憂前憂

後，衡量得失。本來如實而適當地評估

因緣，幫助自己做正確的決定，那是合

理而必要的。只是當我們的得失心變成

情緒的執著，所有思惟的方法，都已經

不切實際時，那就會轉成虛擬的憂慮和

恐懼，令人不安。譬如，有人在公司上

班，看見某位同事被公司辭退後，突然

感覺自己的職位可能會隨時有變，於是

內心忐忑不安，每日上班都在懸念此

事，患得患失。其實仔細想想，公司真

要解約、停約，我們是無法躲避，必需

面對事實，另找工作；假如公司沒有意

思解僱，那我們又何必擔憂呢？所以我

常常和大家分享經驗，做人做事，一定

要進一步想，也要退一步想，當人能進

能退時，就可減少得失心，減少我們對

未來的憂慮。

其實人的得失心，也不是全部憂慮

未來，在現前當下的境界中，我們如何

取？如何捨？要什麼？不要什麼？喜歡

什麼？不喜歡什麼？也在日常生活中，

反覆出現，影響人際關係，影響人的生

思 念 著 您  開照

一轉眼，至今二干多年

重複著，五月的衛塞節

一眨眼，已走了這麼多年

重複著，對您無言思念

您那慈祥的臉，智慧雙眼

為眾生做過的一切

因緣兩個字

震撼天地之間

至今是法的追隨者

所有的思念

佛法的思念

不只在佛陀日這一天

隨念著，您那慈祥的臉

思念著，您那智慧雙眼

告訴了我們，活在每一個細節

一切都看得見，可以發現

在人之間，心之間

無一法不在改變

翻開古來的經典

閱讀每一天，每一頁

看得見，可以去發現

因為有您，曾來過這個世界

雖然您已走了千百年

留下這一切的一切

成為正確的思念

建立正見猶法眼

轉念之間，可以看見

真相就在緣起緣滅裡面

一年又一年

佛子為您舉行慶典

我對您的思念

閱讀您曾說過的經典

法隨念，您那慈祥的臉

僧隨念，您那智慧雙眼

告訴了每一個細節

一切都看的見

人之間，心之間

一切都在改變

滅苦就在緣起緣滅裡面

佛陀

我是如此的對您的懷念

每一天如此對您的思念

現在我所有的思念

隨念著滅苦的經典

堅信一切，皆可以實現

見法行者，即在您身邊

當 境界現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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