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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中秋＂花好月圓歌舞同樂會
昨天下午在文化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定名為＂中秋＂花好月圓歌舞同樂會，於昨天（9 月 21 日，周五 ） 下午一時至三時在文
化中心大禮堂舉行。休士頓歌舞、音樂同好，歡聚一堂，由 「太極班」 的彩燈傳承： 我們的月亮一定圓開場。接著節目開
始，由（ 香香班 ） 表演舞蹈 「痴情的玫瑰花」起，共計十七個表演節目。現場坐著的舞蹈行家逐一登場，分別表演探戈、
華爾滋、吉魯巴、恰恰、倫巴、探戈、扭扭舞----- 等舞蹈，輪番登場，再配上休市著名唱將楊麗芳、葉麗華、鄭大展、
紀淑瑛等人的精彩歌唱，更穿插了陳鳳梧的口琴演奏----- 使得兩個小時美不勝收，無論歌唱或舞蹈，都十分盡興，在節
目中有 「回家」 「過節」 的親切感。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 股市投資講座
(本報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下午一點開始，至五點為止 , 在休士頓華
僑文教中心展覽室舉行講座，題目是：股市投資技術分析及經驗分享。此項講座是由大專校聯會為了慶祝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特別精心設計的。講員張南庭先生過去在做生意，利用多餘的時間研究股票和大家同樣
交了很多學費。近年來頗有心得，要和大家分享在改變投資心態和規律之後, 如何 少犯錯就能在股市中賺錢
的秘訣. (1) 如何找到適合的投資組合 （2）Trade War 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3）如何找到有前途的行業, 公
司, Fund 和 ETF 做長期投資 （4）如何利用圖表（chart ）技術分析，找出買進賣出的最好時機。
僑教中心的地址是：10303 West Ofﬁce Dr. Houston, TX 77082
此項講座免費開放給僑社大眾，但須報名。報名要在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之前.
請 Email: retire@jccaa.org

圖為（ 香香班 ） 昨在文化中心＂中秋＂花好月圓歌舞同樂會上表演舞蹈
圖為（
「 痴情的玫瑰花
痴情的玫瑰花」」 ！（ 記者秦鴻鈞攝 ）

成大前校長馮達旋教授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CAPST)2018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CAPST)
2018年年 9 月 2222日日
舉辦職業發展培訓講座(CAPSTCareerDevel
舉辦職業發展培訓講座
(CAPSTCareerDevelopmentSeminar) 新書 「全球高等教育復興」 發表會
(本報訊)專協將於 2018 年 9 月
22 日上午 10 點至 12 點舉辦職業發
展培訓講座，主題是關於在美國
的求職以及職場競爭中，如何理
解美國文化背景下與人更有效的
交流，講座將著重於提高華人華
僑對美國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幫
助大家快速融入主流社會。
地 址 ： 10700 Richmond Ave
143 & 144, Houston, TX 77042
講員：Ms. Jackie Younger

Jackie Younger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t Brookdale Kingwood
and an accomplished speaker. She's
spent most of her career in managing
senior living care. She is the past
chair woman of Tomball Chamber
board. She got her Bachelo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from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from UT Arlington and MBA
from Our Lady of the Lake Univer-

sity.
Jackie Younger 是 Brookdale
Kingwood 的執行董事，也是一位
有成就的演講者。 她的大部分職
業生涯都是在服務於老年人的生
活 護 理 方 面 。 她 是 Tomball
Chamber 董事會的前任主席。 她
擁有詹姆斯麥迪遜大學社會工作
學士學位，UT 阿靈頓分校社會工
作學碩士學位，以及 Our Lady of
the Lake University 的 MBA 學位。

（ 本報訊）華夏學人協會，休斯頓華人 機會獲得由馮教授親筆簽名的新書. 歡迎大
教授聯合會，清華大學校友會和全美華人協 家來參加。
會等共同舉辦“全球高等教育復興論壇暨馮
時間：1 p.m. Sunday, September 23, 2018
達旋教授新書發行見面會”。馮達旋教授是
地 點 ： 1650 Hwy 6 #305, Sugar Land,
新加披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TX 77478
，絲路智谷研究院資深顧問, 前清華大學和
Program：
成功大學的資深執行副校長.
1:00-1:15. Opening Remarks
論壇 Panel Discussion 請來休斯頓大學白
1:15-2:00 Panel Discussion
先慎教授做為 Moderator 並邀請嘉賓，前 UT
2:00-2:30 Keynote Speak
Austin 副校長 Juan Sanchez 和 Rice 大學 Baker
2:30-3:00 Q&A
公共政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前白官科學顧
3:30-4:00 Book Signing & Reception
問 Neal Lane 做為論壇討論嘉賓。活動還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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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107年國慶10月20日舉行國際標準舞觀摩會
特邀職業舞蹈家演出保証精彩絕倫一流水準陣容強大

世界職業摩登舞冠軍 CRAIG SHAW 與 EVGENI
EVGENIYA SHAW 特從英國來表演超級捧的摩豋舞
特從英國來表演超級捧的摩豋舞。
。

（本報訊）慶祝中華民國 107 年國慶，
國際標準舞觀摩會及舞會，將於 10 月 20 日
（ 星 期 六 ） 下 午 7:00 時 在 The Dance Place,
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72 (Beltway TX-8 between
Bellaire Blvd. and Harwin Dr.)舉行（6 時 30 分
開門才可進場）此活動是休士頓全僑慶祝中
華民國 107 年國慶活動之一，由王麗純舞舞
蹈學校所主辦。為了慶祝國慶，主辦單位不
計成本,將邀請國際著名舞蹈家來演出一流水
準的國際標準舞，他們共襄盛舉的演出是觀
衆的眼福，請大家不要錯過。精彩之程度决
不 輸 於 ABC 電 視 台 制 作 ” Dancing with the
Stars”的節目。
略舉職業界知名如下：前義大利職業拉
丁 舞 冠 軍 的 Cristiano Callegari 與 Katia
Kuznetsova 將帶領他們舞蹈學校的精英團隊來
表演；Stefan Golubovic 與 Agne Malinauskaite(
現任職業拉丁舞冠軍）現正在歐洲比賽 10 月
中才能到 Houston，並參加此 Showcase 表演他
們火辣辣的拉丁舞表演是相當精彩；並特別
邀請到今年在英國黑池舉辦全世界職業舞蹈
公開賽中他們在 Smooth 的 Showcase 中奪得世

界冠軍的 Craig Shaw 與 Evgeniya Shaw 將特從 ，互相砌磋舞技。
英國來表演最精彩的摩登舞(也是我們的壓軸
因經費的來源是賣票所得，希望各僑界
好戲。）；前歐洲職業拉丁舞冠軍的 Uliana 人士贊助，票價分為普通票 25 元與贊助卷
Maslovskaya 將帶學生來表演拉丁舞；以及職 100 元，特由專業編排舞曲，無論是欣賞舞展
業新星組 Alex Olivares 與 Rebecca Avila 也將來 ，聆聽音樂或舞會狂歡都值得。欲購票從速
表演精彩的拉丁舞。另有休士頓中外人士的 ，以免向隅，有興趣的朋友請電王麗純(281)
Top 業餘者；及 PRO/AM（最捧的學生）也 923-5355 或電僑教中心(713)789-4995 蔡先生
將來助陣演出。還有王麗純老師指導的學生 洽購。另外申明除了大會特許外，不得自行
也將表演活潑的拉丁舞，現正緊鑼密鼓排練 攜帶錄影機入場。(禁止錄影)
中，將把最好的成果呈現給
觀衆。
此次表演不但規模宏大
，而為了配合專業舞蹈水準
，特地租用擁有專業舞者的
高級地板和音響設備的 The
Dance Place。
舞展節目包羅萬象，預
計有 20 多個節目，演出時間
是 7:00 時至 9:00 時（準時上
演），全部演出特經過精心
設計，保証精彩絕倫，節目
安排緊湊，而表演完接著舞 職業組拉丁舞冠軍 STEFAN GOLUBOVIC 與 AGNE MAMA會至 11 時，讓舞迷一展身手 LINAUSKAITE 專程來表演火辣辣的拉丁舞
專程來表演火辣辣的拉丁舞。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左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
五）、
）、吳展瑩副會長
吳展瑩副會長、
、蔡淑瑛理事
蔡淑瑛理事，
，國慶籌備會嚴杰
主委、
主委
、黃春蘭副主委
黃春蘭副主委，
，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
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
（右二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楊容清副主任於 9 月 16 日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出席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
。（記
記
者黃麗珊攝）
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 9 月 16 日下午 2 時至下
午 4 時 ， 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77042 的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溫馨舉行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來慶祝中華民國 107
年雙十國慶，並經由此活動鼓勵僑胞運動健
身。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
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楊容清副主任，
107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黃春蘭
副主任委員應邀參加，該活動有一百多位世
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員及僑界人
士出席。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由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主持並致

歡迎詞。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致詞
，非常榮幸代表駐休士頓台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員及僑界人士踴躍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出席該
參加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場活動，特別要轉達陳處長
對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辦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正式開始，鄭麗如
南分會舉辦該項活動的感謝。休士頓僑教中 、May、David 三位舞者開場，Sherry Chiu,麗
心莊雅淑主任致詞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麗老師領舞大自然快樂操、幸福生命無限量
會美南分會向來熱心僑社事務以及社區公益 ，黃維正、高麟三老師領舞 Country Dance,鄭
，該活動透過運動健身，慶賀國慶更具意義 麗娟老師領舞 Zumba 等，在專業老師指導，
。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致詞鼓勵僑 帶動僑界人士舒展筋骨健身。與會僑界人士
胞培養健康育樂活動，共同表達對中華民國 熱情隨著專業老師與音樂韻律活動身體，場
生日祝福。
面熱鬧，氣氛溫馨。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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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慶晚會僑胞行程簡介及乘車須知（
參加國慶晚會僑胞行程簡介及乘車須知
（ 個別僑胞
個別僑胞）
）
一、適用對象：本須知僅適用 107 年 10 月 9 日參加
國慶晚會搭乘僑務委員會接駁專車之個別前往僑
胞。
二、行程內容：
（一）參訪宜蘭縣梅花湖風景區及金車噶瑪蘭威
士忌酒廠等兩景點，相關景點簡介詳附件。
（二）出席國慶晚會：訂於晚上 6 時 30 分至 9 時假
宜蘭運動公園田徑場（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舉行。

（三）本行程不提供當日午餐，晚餐提供餐盒於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停車場享用，國慶晚會結
束後，另提供宵夜點心盒。
（四）若遇天雨及交通阻塞時，本會將視情形取
消梅花湖參訪。
三、乘車指引：
（一）僑胞請於僑務委員會統一搭車前往宜蘭；
發車時間為 10 月 9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3 時 20 分
（滿 40 人即發車並逾時不候），搭車地點為本會

遺產規劃研討會

所在地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 樓（臺北市徐州路
5 號），恕不提供僑團下榻旅館至本會交通接送服
務。
（二）為確保僑胞搭乘本會接駁車期間之人身安
全，本會各車安排 1 名隨車聯絡員，隨車聯絡員將
於車行期間協助引導僑胞上（下）車、清點僑胞
人數及晚餐餐盒發放等事宜，屆時請搭車僑胞配
合隨車聯絡員指示乘車及參訪。
（三）活動結束後，請依序搭乘返回臺北之接駁
專車，北返接駁車發車時間為晚間 9 時至 10 時，
上車地點為晚會會場原下車處；接駁車抵達臺北
時間因交通情形可能近午夜，僅停靠臺北車站及
本會二處地點，恕不提供停靠點至僑團下榻旅館
交通接送服務，如屆時無大眾交通工具可資利用
，請自行洽請親友接送或搭乘計程車輛。
四、入場規定：
（一）本項活動須憑僑胞證入場，請僑胞務必佩
帶僑胞證。
（二）參加國慶晚會之僑胞請勿攜帶長寬 50 公分
以上之背包或手提包，並視天候穿戴本會準備之
淺色透明雨衣，嚴禁使用雨傘及雜色雨衣，並不
得攜帶危險或驚擾物品（棍棒、刀械、氣球、汽
笛、擴音器等），以及其他與晚會無關之標語、
傳單、喊話器等，或有影響安全秩序之物品及有
關政治活動色彩之旗幟、標語、傳單等。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國慶晚會及相關參訪活動行程歷時 10 餘小
時，請僑胞考量身體狀況及隔日行程斟酌參加。
（二）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為僑胞卡特約廠商
，可視需求購買，惟酒類商品為禁止攜入國慶晚
會會場物品，僑胞如欲購買，請利用酒廠提供之
宅配服務運送，以免攜帶不易或遺失損壞。
參訪景點簡介
一、梅花湖：梅花湖為一天然蓄水池，湖面約 20

公頃，三面環山，湖形狀似一朵五瓣花，而東岸
湖中有一座吊橋，銜接環湖公路及湖心的浮島，
佇立島上可俯瞰整個湖面，景觀迥異，湖域占地
甚廣，設有環湖道路，全長約 4 公里，可供遊客騎
乘自行車，清幽便捷，行走其間，清風徐來，令
人敞懷，春季花開遍野，嬉蜂戲蝶穿梭飛舞，彷
彿世外桃源。
二、
金車宜蘭威士忌酒堡：座落於宜蘭員山
鄉，金車團隊採用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的清澈水
源，在太平洋水氣與雪山山風作用下，孕育出口
感醇厚、風味迷人的金車 威士忌，並以 「KAVALAN」為品牌，榮耀宜蘭。
(休士頓僑教中心供稿)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
股市投資講座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下午一點開始，至五點為止 , 在休士頓華僑文
教中心展覽室舉行講座，題目是：股市投資技術分析及經驗分享。此項講座是由大專校聯會為了慶
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特別精心設計的。講員張南庭先生過去在做生意，利用多餘的時間研究股票和
大家一樣交了很多學費。近年來頗有心得，要和大家分享在改變投資心態和規律之後, 如何 少犯錯
而能在股市中賺錢的秘訣. (1) 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 （2）Trade War 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3
）如何找到有前途的行業, 公司, Fund 和 ETF 做長期投資 （4）如何利用圖表（chart ）技術分析，找
出買進賣出的最好時機。
僑教中心的地址是：10303 West Ofﬁce Dr. Houston, TX 77082
此項講座免費開放給僑社大眾，但須報名。報名要在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之前.
請 Email: retire@jcc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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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唐人街最後一塊
Shopping Center-- 「 匯金廣場 」
現已動土，
現已動土
，明年秋季完工
明年秋季完工，
，使用面積三萬呎
使用面積三萬呎，
，現公開出售中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中國城最著名的
地產開發商石少力女士，堪稱休士頓 「唐人街 」
今天繁榮的創建者，僅二十多年的功夫，就在她
手上完成了 「黃金廣場 ） 、 「合源坊」、 「華
天坊 」三大購物商場，由於這三大商場位於中國
城（ 唐人街 ） 的中心點上，完成的景觀更為中國
城樹立繁榮、清新的形象。
而石少力多年來一直苦心孤詣，精心籌劃的就
是位於黃金廣場 H Mart 正後方，位 Sovereogn Dr.
這條路邊上， 「唐人街 」 最後一塊空地，打造成
一座高檔的購物中心--- 「匯金廣場 」。該廣場
使用面積 3 萬呎（ 黃金廣場 37000 呎），該廣場
的建築，比 「黃金廣場」高 10 呎，從遠處看，是
巍峨壯觀的唐代建築，從百利大道上即清晰可見
。 「匯金廣場 」無論外型、結構，都比黄金廣場
更勝一籌，更美觀！更實用 ！
說廣場預計建 18 至 20 家商舖，舖面少，每棟
高 35 呎，有三層樓高。每呎$328 起，只賣不租。
根據開發商石女士的說法，該建築之所以蓋如此

高，則為了給買家預留空間，可在屋內自造二層
，增加使用空間。
開發商石少力女士，從商多年，她深知經商不
易，為了幫助一些人完成創業心願，特別對信用
好的人提供 「Owner finance 」（ 僅比外面銀行高
0.25% ),歡迎多加利用，完成購置心願。
「 匯金廣場 」 已經動土，預定明年秋季完工
。現公開出售中。請即日起與雙世英女士詳洽購
置事宜。電話：713-981-8848，或 713-988-2188
，辦公室地址：9788 Clarewood Dr. #111, Houston
TX 77036 ( ＂合源坊＂內 ）

合源坊

汇金广场

黄金花园公寓

黄金广场

圖為已動土興建的 「 匯金廣場 」 現址
現址。
。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百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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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併發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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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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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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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疼痛病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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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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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康復性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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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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文藝復興節99 月 29
德州文藝復興節
29日開幕
日開幕，，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文藝復興節是休斯頓最久負盛名的
節日，今年是第 43 屆。
2018 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將於 9 月 29 日和 30 日開幕，跨越兩個
月，每個週末開放，共 8 個週末 17 天，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文
藝復興節在美國其它各州也有，不過德州文藝復興節算是規模最
大了，整個公園被改建裝飾成一五三六年情景，今年的主題是英

國國王-亨利八世準備迎娶新太太
。在這個莊園內可以看到許多打扮
成貴族階級的人士和平民百姓們大
家聚在一起喝酒跳舞慶祝。在文藝
復興莊園裡走走停停，從各個景觀
之間的門一穿過去就到了另一個國
家，風格完全不一樣，連人的口音
都不一樣了。剛從德國村莊喝完啤
酒，再走幾步就是法國或西班牙，
讓人不由得產生出恍如隔世的感覺
。
文藝復興節有點像中國的廟會，
但時間更長、規模更大、更國際化
。 500 多名特色藝術家在這裡盡情
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絕藝，400 多家
店鋪展示的是世界各國的特色手工
藝品，有黃金白銀寶石首飾、也有
陶瓷、皮飾、木雕等，生意最好的
是出售文藝復興時代服飾的商店。
好吃的就更多了，墨西哥、法國、
意大利的美食應有盡有，您可以一
天吃遍世界風味。在連續 8 週的節日裏，時光倒流、歷史重現，讓
我們呼吸到了那個鼎盛時期的氣味。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雅的文藝復興，兩個壓根就
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就這麼完美地被結合在了一起。德州文藝
復興節年年都辦，今年已經是第 43 屆了，毫無疑問，德州文藝復
興節已經成了休斯頓的一個文化標誌。

中國城的王朝旅遊代理文藝復興節的門票，目前有少量開幕
式門票特價供應，請去王朝旅遊購買，周日或晚上也可打手機
713-927-9688 聯系送票事宜。

王朝旅遊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81-8868；713-927-9688

出了車禍不要緊 ，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
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
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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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
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
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
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從事
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
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
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
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
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
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
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
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
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第一
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
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
，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
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
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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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好了
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英
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
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
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
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虧有
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
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
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
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
費治療的的良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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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
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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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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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ay 還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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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8 年 9 月 22 日

B7

Saturday, September 22, 2018

移民局十月份接受快表排期
移民排期表（Visa Bulletin）
無論是親屬移民還是職業移民，每年能夠拿
到美國綠卡的人數都有一定的名額限制。由於申
請移民的人數往往超過此名額限制，申請人需要
等候排期。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
在每個月的上旬或中旬公布下個月的排期表。
要了解排期表先要了解兩個概念，優先日期
（Priority Date）和截止日期（Cutoff Date）。優
先日期是指美國政府最早收到親屬移民申請或職
業移民申請的日期。親屬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
指移民局收到 I-130 親屬移民申請的日期。職業
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指美國勞工部收到勞工證
申請（ETA 9089 申請表）或者移民局收到 I-140
職業移民申請的日期。申請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
女的排期日與主申請人相同。
美國國務院每個月在移民排期表上公布的日
期叫做截止日期（Cut-off Date），截止日期通常
是往前，但有時也會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情況。
判斷自己的排期是否排到，要看自己的優先
日期是否早於截止日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若
受益人在美國境內，就可以向美國移民局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同時可申請工卡和回美證
．如果受益人在美國境外，就可以通過美國國務
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
辦理領館程序。國家簽證中心收到足夠的資料後
，將把案件轉到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開
始移民簽證的程序．
國務院在每個月公布移民排期時，對其進展
程度往往有一個大致的估計，某些優先排期的進
展會加快或減慢，甚至可能會停滯或倒退。十月
一日是每年財政年度的開始，所以通常在九月份
常常會出現名額嚴重不足的情形，排期也相應的
大幅倒退。在十月一日新的財年開始後，名額就
會得到緩解。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表排期。
申 請 人 可 以 按 照 較 快 的 排 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
慢的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
得綠卡。根據 AC21 條款，在遞交 I-485 申請後，
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和配偶以及 21 歲以下的孩子都
可以取得工卡和回美證，雙表排期的出現大大增
加了申請人及其家人的便利，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但是在過去一年多，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國
務院依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對於職業移民，移
民局不接受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接
受申請。
審理進度表(Processing Time)
審理進度表由美國移民局每半個月公布一次
。移民局在全美有五個審理中心: 加州審理中心
(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 內 州 審 理 中 心 (Nebraska Service Center)， 德 州 審 理 中 心 (Texas
Service Center)，佛州審理中心(Vermont Service
Center)， 和 全 國 審 理 中 心 (National Benefits
Center) 又 稱 為 密 州 審 理 中 心 (Missouri Service
Center)。還有很多的地區辦公室，例如休斯敦就

有一個地區辦公室．每個審理中心和地區辦公室
都有各自的審理進度。
移民排期和審理進度是相互聯系的．比如，
移民局經過正常的審理進度審理批準公民的兄弟
姐妹 I-130 申請之後，會把該案件轉到美國國務
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
等待移民排期．排到後會通知申請人進行下面的
程序．
最新移民消息
1.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是去年
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去年同期的五倍。
2.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將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
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和非移民申請采取省
略發出 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意圖否
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政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申請：
第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供符合移民法
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提交的申請。 第二類是
在提交申請的證據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
持證據。 備忘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
家 庭 移 民 的 I-485 申 請 中 沒 有 提 供 經 濟 擔 保 表
（I-864），或者豁免申請中沒有提供所要求的支
持證據。 備忘錄提別指出，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
的範圍不局限於所舉出的例證。
3.美國移民局於今年 5 月 11 日發布的關於“計算
持有 F、J 和 M 非移民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非法
滯留時間規則”的備忘錄將於 8 月 9 日生效。自
2018 年 8 月 9 日起（包括 8 月 9 日當天），未能繼
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 F、J 和 M 簽證持有人的非法
滯留時間將在以下情況下開始累積：1 學業或經允
許的工作結束後的第二天，或其參加未經允許的
工作的第二天；2 學業或項目完成的第二天，包括
任何經允許的實踐培訓以及任何經授權的寬限期
限；3 I-94 身份過期的第二天；4 移民法官或在某
些情況下，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除外、驅逐或移
除命令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 180 天以上，3 年不得入境美國
。非法滯留時間 1 年以上, 10 年不得入境美國。有
遞解令，在未經允許或假釋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
國境內者，終身不得入境美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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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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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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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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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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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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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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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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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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圖為主講人毛志江醫師 （ 右五 ） 與主辦單位 「世界
圖為主講人毛志江醫師（
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 代表 一行
一行，
， 及 「國慶籌備
會」 主委嚴杰
主委嚴杰（
（ 左三
左三）、
）、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 莊雅淑主任
（ 左四
左四）
） 在大會上合影
在大會上合影。
。

國慶醫療講座 ， 毛志江醫師
國慶醫療講座，
主講 「 預防醫學
預防醫學」」

現場觀眾提問踴躍。
現場觀眾提問踴躍
。

現場觀眾提問踴躍。
現場觀眾提問踴躍
。

毛志江醫師演講介紹 「預防醫學 」

講座主持人江麗君女士致詞。
講座主持人江麗君女士致詞
。

（ 左起 ） 江麗君
江麗君、
、林國煌
林國煌、
、毛志江在講座上
毛志江在講座上。
。

現場觀眾深入主題，
現場觀眾深入主題
，頻頻發問
頻頻發問。
。

毛志江醫師（
毛志江醫師
（ 右一 ） 回答問題
回答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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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主辦國慶醫療講座
毛志江醫師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學
什麼是預防醫學」」 嘉惠僑胞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及
安良工商會江麗君會長致歡迎
詞 ， 並介紹主講人毛志江醫師
。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及安良
工商會於 9 月 15 日下午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舉辦 「國慶醫療講座
國慶醫療講座」」 ，僑
界知名的毛志江醫師主講 「什麼是
預防醫學」」 ，營養
預防醫學
營養、
、運動
運動、
、情緒修
養及排毒就是全部預防醫學。
養及排毒就是全部預防醫學
。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潘理事分享養生之道。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潘理事分享養生之道
。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林國煌前
會長在 「國慶醫療講座
國慶醫療講座」」 上分享養生
之道。
之道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
副處長致詞，
副處長致詞
，感謝世界廣東同鄉會休
士頓分會及安良工商會為慶祝中華民
國 107 年雙十國慶聯合於 9 月 15 日下
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國慶醫療
講座。
講座
。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 （ 左五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
左五）、
）、馬黛華副會長
馬黛華副會長
、 王煒蘭
王煒蘭、
、 林國煌前會長
林國煌前會長，
， 王妍霞
王妍霞、
、 潘理事
潘理事，
， 國慶籌備會嚴杰主
委 、 黃春蘭副主委
黃春蘭副主委，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同源會陳慶輝會長在
僑教中心展覽室出席 「國慶醫療講座
國慶醫療講座」」 。

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
委員致詞，
委員致詞
， 祝賀世界廣東
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及安良
工商會主辦 「 國慶醫療講
座」 圓滿成功
圓滿成功。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
， 祝賀世界廣東同鄉會休
士頓分會及安良工商會主
辦 「 國慶醫療講座
國慶醫療講座」」 圓滿
順利。
順利
。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王煒蘭前會長、馬黛華副會長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王煒蘭前會長、
馬黛華副會長、
、唐國
珍理事、
珍理事
、 潘理事及僑界人士於 9 月 15 日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參加
「國慶醫療講座
國慶醫療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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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的愛
◎謝李曉蓮
人生的困惑

媽媽的「神」
當我約三歲大的時候，媽媽帶著我和兩
個哥哥離開中國大陸到了澳門。約兩年後，
爸爸才由外地到澳門與我們團聚。童年時
雖然貧窮，但父母都很愛我們，所以日子
過得很快樂。無論在家裡或親友當中，我
都是年齡最小的，所以得到特別多的寵愛。
媽媽一生為家庭付出了她所有的愛和精力，
自己卻沒有半點娛樂與嗜好。她常常為我
們及家人很努力地去求神拜佛，希望我們
萬事順利。當我年紀漸長，發覺事實結果
與媽媽求神拜佛的願望往往相差很遠，同
時我也感受到她的失望與沮喪：她總覺得
別人家的命運比我家好得多。媽媽令我覺
得有神存在，但我不知道到底是甚麼神，
而且她崇拜的這個「神」很少令她滿意，
當然也不值得我去信了。

由幼稚園至中學，我就讀於一間
基督教學校，中學畢業後我的好朋友
去了香港讀神學，有時我會因為她的
緣故而參加教會崇拜。雖然在教會中
覺得很溫暖，人人都和藹可親，但總
覺得他們敬拜的是他們的上帝，和我
沒有半點關係，牧師的話似乎和過去
學校聖經科所讀的差不多，沒有甚麼
特別。我不同意聖經和教會常常提到
罪的問題，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善
良的人，我的行為比很多基督徒好得多。在
家我是乖孩子，以前在學校是好學生，從來
沒有給身邊人帶來麻煩，而且我很愛家人和
朋友，所以我不認為自己有罪。我相信凡事
只要肯努力就必能達到目的，生活也可以過
得很好和順利，根本不需要去信那位看不見
的上帝；但是對於人生的意義，生存於這個
世界的原因，每個人不一樣的遭遇和痛苦等
問題越來越困擾我。中學畢業後我考進護士
學校，繼而作了護士。踏足社會加上工作中
接觸更多不同的人，那些人生問題繼續在我
腦海中打轉，苦思卻得不著答案。當遇到有
些病人走到人生的盡頭，對於生命結束後有
無靈魂的問題，除了無奈就是迷惘和擔憂。
後來和我感情最深的一位同事得了急性白
血病，在很短的時間內病情變得很嚴重，期
間我可以做的只有陪伴。她本來已預備結
婚，但想不到等候她的卻是死亡。我沒法幫
助她面對痛苦，她短暫的一生讓我對生命的

～思牡札記～
天韻「喜樂的心」音樂佈道會摘記
9月14日(星期
五)
天韻合唱團
「喜樂的心」美國
巡迴音樂佈道會，一行11人，經過紐約、
拉斯維加斯、9/14晚上八時在曉士頓西區
中國教會，9/15 下午3 時在曉士頓中國教
會舉行兩場，約有13間華人教會弟兄姐妹
們踴躍出席觀賞，禮拜堂九百個座位座無
虛席，禮堂外也有觀眾站立觀賞。讚美神
自己吸引許多人到祂面前，藉著一首首好
聽感人的福音詩歌，快節奏短劇-人的一生
如一片雲霧，透過詩歌、短劇，他們傳遞
訊息，讓大家思考「短暫與永恆之間，有
沒有一條連繫？」你我都找到答案了嗎？
加上天韻的許牧師(加入天韻已35年)福音
信息，今晚令觀眾朋友大飽耳福。
天韻副團長王玫介紹天韻的創始人
「生於美國西雅圖一個基督教信仰的英裔
家庭，彭蒙惠在12歲那年，聽到從中國回
來的計志文牧師說：『在遙遠的中國有
千千萬萬人沒聽過耶穌的救恩，有誰願意
去？』她舉起手，決定長大以後要去那遙
遠的地方。21歲從西雅圖碼頭啟程，抵達
中國後拿起筷子、穿上旗袍，還學起中
文，她有了中文名字：彭蒙惠，意思是
「蒙受上帝的恩惠」。王玫說彭蒙惠老師
在台灣宣教長達71年，台下觀眾得知後報
以熱烈掌聲，為她歡呼，感恩啊！1962年
彭蒙惠老師正式創辦、開播「空中英語教
室」，王玫問現場觀眾「有沒想到人曾收
聽過“空中英語教室”？許多隻手紛紛舉
起揮舞著。大家興奮看到彭蒙惠老師的廬
山真面目！
彭蒙惠老師用流利的華語分享短講，
「我常聽人說要退休了，退什麼休呢？
我們要向前走，不要向後退，活著是美
好的，各位朋友你我要預備自己有天國護
照。只要你喜歡作基督徒，接受耶穌在你
心裡面，你死後，天使會來接你的靈魂回
天堂，不用懼怕！」
彭蒙惠老師現場吹奏小喇叭，與天韻
合唱團團員合唱吹奏英文詩歌「我要不住
歌唱，讓世人知道祂的救恩。」令觀眾朋
友不斷鼓掌，叫好。領隊彭老師吹小喇叭
中氣十足，一點看不出她有92高齡。
天韻「喜樂的心」音樂佈道會後，觀
眾踴躍購買天韻CD，買彭蒙惠老師傳記

彭老師吹小喇叭

的，還可以得到彭教士的親筆簽名和合照
留念哩！
友人來信
(1)「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老師已經
92歲了，居然還能這麼健壯有力的吹著小
號 ，帶領天韻合唱團來美國巡迴做音樂
佈道會，大家一起見證神所賜的福氣與豐
盛的恩典。透過詩歌，他們傳遞訊息，讓
大家思考「到底人生該如何過才真正有價
值？」「短暫與永恆之間，有沒有一條連
繫？」你我都找到答案了嗎？(唐健華)
(2)彭蒙惠女士啊，感謝主使用她。
我小時候也學過她們的英文教材，也常常
聽她們的廣播。感謝主恩使她健康有勁
劉功仁
(3)感谢神，忠心的婢女为主所用！
薛輝
(4)空中英语教室我也听过。 傅雨
(5)謝謝師母，記得彭教士以前教的空
中英語。92歲了還在為福音奔走，求主保
守她身體健壯靈魂興盛。 秦姐妹

婉琪，羅教授，婉薇
9月2日(主日)常常想到您
晚上6pm應邀出席紐約水牛城老水牛
劉廣儀袁安娜夫婦50金婚盛宴，離去前安
娜姐妹的二女兒婉琪笑容滿面的走來和我
交談「潘師母，感謝您今晚出席我父母親
的金婚盛宴，還贈送賀詞；11年前我結婚
了，婚後，常常想到
您！因為在我高中時，有一天你和潘
牧師來探訪我們家，潘牧師和我爸媽交
談，您特別到樓上在我的房間與我交談，
您關心我的交友情況，我告訴您當時是與
一位信天主教的華裔高中同學交往，我們
會互相去彼此的教會走動，父母親也擔心
我的交友，您說先好好讀書，在教會學習
事奉教兒童主日學，也可以去參加短宣，
讓你年輕的生命活得更豐盛，把交友婚姻
大事交託給上帝，祂必會為愛祂的人有美
好的預備。」「現在我看我的先生，上帝
賜給我的，的確比我當年自己選擇交往的
更好，我很感謝您的鼓勵開導。」
婉琪大學時曾去非洲肯亞短宣，她獲
得UB醫學博士學位，目前住在喬治亞州，
有三個寶貝兩女一男。
因著婉琪去非洲肯亞短宣回來後，令
她的父親(劉廣儀)很受激勵，爾後，劉中
醫師也三次投入教會去緬甸(一次)、柬埔
寨(兩次)等國家短宣哩！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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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發出抱怨：假如這個世界真有上帝，那
這個上帝真是太不公平，也太冷酷無情了！
生命的轉折

步，也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步。

後來我和丈夫結婚建立家庭，大家都工
作穩定，生活順心。兩年後兒子出生，為家
裡增添了很多歡樂，我將一切美好都看作理
所當然。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們全家於 1995
年 12 月移民到美國西雅圖。又另一個偶然
的機會，朋友說某教會有為新移民而設的主
題講道很值得去聽，於是我們一家就被人帶
去教會。過了一段時間，心仍然未有感動要
接受福音。日子一天天過去，現實生活中的
困難越來越多，帶來以前未曾體驗過的擔憂
和不踏實，令我看清自己在生活上和生命中
的軟弱和缺點。過去常有的自信心似乎漸漸
退去，我不再因自己而驕傲。這時上帝好像
介入了我的生命，我開始不自覺地思考在教
會所聽到的信息和聖經中的話語。
正當我滿心疑惑的時候，一位同事除了
真誠關心我以外，她還很耐心地幫助我思考
信耶穌的事情。那時我才認真思想主耶穌為
何要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原來為的是要成就
救恩，為世人贖罪，只要相信祂，接受祂為
救主，人生就會不一樣，死後也會得永生。
這些真理應該聽了很多次，但從來不知道與
我有何關係。後來她談到決志信主時，我
就推搪說自己還未認真讀聖經，對上帝的真
理還不清楚，也沒有實在的感動這些理由而
不願決志。1997 年 5 月在她的真誠及耐心
鼓勵下，我跟她做了決志禱告。決志後最初
的一段時間，對真理還是有些懵懵懂懂，但
是心裡卻浮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渴想，就是
覺得有需要去了解我信的這位上帝。很快我
便投入了教會生活，參加主日學、團契和小
組，接受餵養，學習如何作一個基督徒。雖
然如此，我知道我的屬靈生命在上帝面前還
是非常缺欠，直到五年後的 2002 年，因著
聖靈賜給我的全然信心，我終於接受浸禮，
在眾人面前為主作美好的見證。我很感恩，
這是我帶著信心，在順服功課上踏出的一大

回想過去，並不震撼的信仰旅途中卻盡
顯天父對我的忍耐和憐憫。信主之前我已
在學校學會禱告，但只是將它應用在遇到難
關的時候。我在禱告結束時總習慣說：「假
如祢幫我過了這個關口，我就相信祢是上帝
吧。」然而每次順利過關後，我都將這承諾
拋諸腦後，忘得一乾二淨，繼續過自己喜悅
的生活，享受著人生，心里不會覺得有甚麼
不對，反正也不肯定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
只要這個祈禱法靈驗就足夠了。如此大概過
了人生的前四十年，一直沒察覺那是上帝對
我不離不棄的寬容和忍耐。
假如我依然偏行己路，拒絕與上帝建立
關係，今天的我必然會繼續陶醉在自以為
豐富的物質世界裡，卻對生命的真正意義一
無所知。天父的愛如清泉流水滋潤著我的心
田，原來從我出生到現在都沒有停止過，只
是從前我的心裝滿了對世界好處的渴求、對
生活的擔憂，以及自以為是的想法和計劃，
所以心裡沒有留出空位給祂。上帝等候我在
心甘情願的時候接受祂為我生命的主，並賜
下聖靈教導、引領、安慰、激勵我，從此我
的人生變得有意義和充滿盼望。感謝上帝賜
給我寶貴的話語，使我在心靈枯竭時得滋潤
而剛強勇敢，在無助時得力量可以渡過難
關，在困惑時得平安以至沒有迷失方向。
感謝上帝賜給我美滿的家庭，使我得以
在夫妻關係中學習寬容與體諒，祂的愛如
慈繩愛索般將我們一家三口連結在一起。未
來的日子也許仍然荊棘滿途，充滿未知的試
探和屬靈的挑戰，但上帝的愛是那麼長闊高
深，我堅信只要交託仰望，憑著祂所賜出人
意料的平安和喜樂，我就可以勝過各樣困
難。求上帝憐憫，賜我一顆清潔無懼和堅持
的心，能夠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活出美好的
見證！

天父的慈愛

（文載自《中信》）

說話的藝術──神更在乎的，是你說話的動機
寇紹恩
他們很有興趣。
經文：【弗 4:29】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
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
人得益處。

說話的藝術。藝術，很多人都喜歡，因
為它擺在哪裡，不一樣。畢卡索的畫、張
大千的畫，不同的人，但是他們畫出來的畫
都很美，因為是不同的人的手，而且是獨一
無二的。張大千的畫，你很難模仿，你一看
就知道，連那個仿製的，你都能夠分辨得出
來。可是，張大千的畫跟畢卡索的畫，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可是各有其美，
這就是藝術。求主幫助我們，得著從
上帝來的智慧，以至於面對不同的人
跟不同的物件，能夠說都合宜的話。
好像昨天和大家分享說：有一些
話是對的，但是，因為講的物件不同，
所以我要用不同的方式。我在以前在
學校教書的時候，我教語言傳播，就
是教人怎麼說話。在語言傳播的這樣
的課程裡面，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
個觀念，那個觀念其實，聖經裡面講
「向什麼人就做什麼人」，我們華人也喜歡
講「向什麼人，就說什麼話」；但是，那個
不是狡詐，而是說對象。
比如說：我面對一群長輩，都是八十歲
的、九十歲的長輩，跟他們說話的時候，我
就是晚輩，所以晚輩對長輩說話，有一件事
情很重要：要有禮貌，要有禮貌。但是，如
果今天我面對的不是八、九十歲，而是八、
九歲的孩子，我就是他們的長輩，那對我的
小孩子講話的時候呢，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可能小孩子要聽得下去，要很有趣，要好
笑；而且對七、八歲，八、九歲的孩子，他
們覺得有趣的事情跟八、九十歲的人覺得有
趣的事情可能不一樣。對八、九十歲的人，
我可能跟他們講京戲，我可能跟他們講這個
梅蘭芳的事情，跟他們講這個平劇的演員，

但是，如果我跟一個八、九歲的孩子說：
你知不知道馬連良？他搞不清楚誰是馬連
良，不知道，那個人到底是誰啊？但
是，我可能跟他們講說現在電視上哪
一個演員很紅，他們很清楚；哪一個
卡通片好看，他們知道。我講一個非
常，現在非常流行的卡通片。我們家
喜歡看柯南，你跟他講柯南，我也看
過，你跟一個八、九十歲的人，柯南
是哪個南啊？他搞不清楚。所以，物
件真的很重要。
但是，不只是我要有一個智慧分
辨物件，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要說造就人的好話。什麼叫造就人的
好話？那就是告訴我們說：說話有一
個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裡面的動機，那
個造就人的好話說「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剛才講的場合、物件，這還是
說話的方式、方法、技巧；但是，更
重要的一個部分是我裡面的動機。也許我很
會說話，我懂得向這個人說這樣的話，向那
個人說那樣的話；但是，上帝是鑒察人心
的，祂更在乎的是：我說話的動機是什麼，
是只是為了討好人，還是為了你的好處，以
至於我說的話也許不那麼動聽，可是你知道
我的心是為你好。

成為一個基督徒，求主幫助我們：不但
有說話的智慧、說話的藝術，更有一個好的
動機。
( 文章授權 / 寇紹恩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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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所為何事

2018 年 9 月 22 日

憶
恩
師
宏意

編者按：照片左二為洗塵長老，後中為宏意師父。

家師 上洗 下塵上人，於2018年7月7
日清晨五時十五分，安祥圓寂，高壽
八十有七。學佛多年，自己心裡明知人
有生老病死，但突聞此訊，仍難免有一
股沉重之感、不捨之念。自出家後，五
十七年來，我和師父共住的時間，不足
十年，但得度之恩，重如山丘，無時或
忘。因此，這幾年來，我雖不住紐約，
隨侍在側，心裡却是經常懸念。特別是
近年來，老人家體力衰退，行動不便，
令人十分擔憂。但每逢通話問候，師父
總是說，一切很好，沒有問題。
家師是一位擇善固執而又喜歡結緣
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老對人對事，
態度含蓄，言談不多，不過只要有人相
求，必定想方設法，滿人所願。師父於
1971年來美後，早期非常艱苦，從一無
所有中，能夠創立妙覺寺和妙覺山，令
十方有緣信眾護持、皈依，實在不是偶
然。

想不到，抵達台灣之後，雖然自
己可以自由決定一切，但却失去了長
期依靠的師父和姑姑。每有問題，都
是在孤獨的思考中，由自己來照顧自
己，突然感覺，有師父依靠，是何等
的幸福和重要。兩三年後，在參學過
程中，發現自己很能適應環境，無論
道場的規矩多嚴，都能隨眾安住，我
覺得這種適應能力，也是師父多年的
管教所賜。當時我定期給師父寫信，
報告在台的一切學習狀況，其間我就
提到自己的這種感受。我曾在《佛光
法苑》102期「親緣法緣」文中提過：
「由於我的出家是環境因緣成就，與發
心毫無關係。真發心學佛，是到台灣之
後的事了。我不喜歡經懺佛事，不喜歡
燒香的煙味。在十四、五歲時，曾懷疑
出家的生活，除了住在寺裡，要剃頭、
穿僧服、背佛經、打法器之外，與在家
人有什麼不同？…初抵台灣，由於種種
因緣的成就，有機會住在蓮因寺，親近
懺雲法師，老法師的威儀與行持，讓我
原來對出家事的猶豫全消，而且信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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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來，我能出家學佛，能去
台灣讀佛學院，能為佛教做點事，全是
師父的恩惠，令我終生懷念。老人家圓
寂後，一日在妙覺寺與師父的徒孫輩惟
學法師談事時，她說有一天，有人問師
父，您有幾位男眾徒弟？他老說：有兩
個，一個在德州休士頓（即是我），一
個在紐約（即是宏如法師）。我想，我
們與師父的緣份，確實很深，不但同住
美國，而且還可以經常拜見。其實師父
還有兩位男眾徒弟，可惜兩者都已離開
僧團。我們這些男眾徒弟，有的是一歲
半進門，有的是三歲進門，有的是五歲
進門，我算是晚而又年歲大的那一個。
1978年我來美國時，心中只有兩個
目的：一是拜見師父；二是學習英文。
當時師父沒有道場，我也不想在美國長
住，準備隨侍兩三年後，即返台灣，繼
續修學。其實自從師父離開大乘寺後，
去那裡住錫，我都不知道，承蒙佛恩寺
住持法雲老法師幫忙聯繫後，我才於
1979年春，在紐約見到師父。相見後
不久，師父告知，準備在唐人街附近，

購置一棟樓房，成立妙覺寺。終於有一
天，師父約我陪他去律師樓，辦理過戶
手續。簽過字後，我們再走到那棟樓房
前，仔細地看了一陣。當時我不知如何
協助師父，遂把僅有的六百美金，全部
捐獻出來，支持師父。

寺靜養。我進房後，惟學法師輕輕地告
知師父我到了，他老馬上轉過頭來，張
開眼睛，向我點頭打招呼。隔不久，又
閉著眼睛，睡了過去。師父面上戴著氧
氣罩，靠機器幫助輸氧，也靠機器幫助
呼吸，看來是相當辛苦。

有了妙覺寺，現實的環境就大不一
樣，一方面要清理和裝修建築，一方面
要舉辦活動，接引信眾。當時我雖有心
多住幾年協助師父，但沒有想到1980年
6月，東禪寺住持浩霖長老，約我陪他
去休士頓探望病中的淨海長老，而改變
了所有的因緣和計畫，最後不得不長留
德州。我無法再回妙覺寺幫忙，自己心
中無奈，相信師父也有些失望。不過在
如理思惟中，我們都依著因緣，順著因
緣，如實面對，沒有造成什麼誤會。在
最初的十餘年間，每年我都安排時間去
紐約探望師父。直到籌建菩提中心時，
由於事務太忙，我才減少探訪的次數。

當晚回房後，我一夜沒什麼睡，心
裡總是感覺有些沉重。隔日上午，我再
進房陪伴師父，也隨同輪班的居士們，
一起為師父念佛。有人說師父的手會隨
著念佛聲打節拍，我就握住師父的左
手，輕輕地用指頭幫他老打節拍，一方
面給他老知道身邊有人陪伴，一方面也
提醒他老默念佛號。妙覺寺四眾弟子，
為了照顧師父，大家都各盡本份，晝夜
念佛，每日誦經，回向師父早日康復。
於此同時，德州佛教會的四眾弟子，也
於玉佛寺念佛回向，祝願師父，脫離病
苦。

2009年夏，菩提中心落成時，師父
終於應邀，蒞臨德州，參加開光大典。
遺憾的是，當時無法陪他老各處走走，
僅在中心住錫數日後，即飛返紐約。臨
行，他老要了一份中心建築設計藍圖，
說給妙覺山作參考。那天，我衷心地祝
福，希望妙覺山的護國寺，能夠早日完
成。隔了一些時日，我到紐約時，師父
很高興，特別安排時間陪我上山參觀，
並解說整體規劃。但是沒有預料到，由
於地方上的阻撓，正式的護國寺工程，
一直無法啟動。有一天，宏如法師對我
說，希望我回去完成師父的心願。可惜
我已不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即使菩提中
心的所有因緣，再次重現，我也無力再
做建設的事情。我出家後，從來不想做
當家住持，也從來不想創建道場，在德
州的所作所為，全是一股責任心所推
動，是不得已而為之，並非本願。
6月28日上午，我正在菩提中心準
備青少年佛學夏令營的講課資料，突
然看見手機中有留言，打開一聽，才
知師父病重，已進醫院，希望我儘快過
去。由於狀況緊急，我馬上將夏令營的
事交待給大家後，隔日即飛去紐約。29
日晚上抵達妙覺寺時，師父也剛回返佛

出家因緣
與展望

融通

我出生在美滿幸福的家庭，家父許
巍文早期留學德國獲化工博士，到台灣
後，遇見李恆鉞教授，開始深入佛法。
後皈依印順長老，是虔誠的佛教徒，對
佛教的弘揚與護持不遺餘力，對我的出
家有著深刻的影響。我曾接觸過天主
教、基督教，但都不得其門而入，雖
可得到部分快樂，但未能了知畢竟乃至
究竟樂。最後我決定出家，家父非常高
興，而且給我鼓勵。母親對我的決定有
些捨不得，但仍尊重我的決定。感謝父
母對我的栽培與鼓勵，他們對我的恩澤
難以回報。我對出家一事，下定決心，
勇往直前，絕不回頭，以此報答佛恩及
父母之恩。
剃度恩師超公上人，當年以弘一大
師與倓虛大師都是中年出家，非常有成
就，來鼓勵中年出家的我，有志者事竟
成。出家後奉師父之命，前往台灣中壢
圓光佛學院，充實佛學知識與修行。圓

七月四號是美國的國慶日，當天師
父特別精神，經常睜開眼睛來回看人。
下午宏如法師來房裡探望時，告訴師
父：這是您的徒弟宏意法師，他來陪你
好幾天了，你認識嗎？師父猛點頭。宏
如法師說您笑一笑給我們看罷！他老果
然開口大笑起來。當天前後笑了三、四
次，令大家覺得師父的病情有轉機。五
號上午趁他老醒來的某段時間，我向他
老報告，下午回休士頓一趟，很快就會
回來。師父馬上緊握我的手，不停地用
力拉動，表示知道了。沒有想到，此別
居然就是永別。
師父圓寂後，美國佛教聯合會成立
追思讚頌委員會，協助妙覺寺，安排大
典事宜，令人感激。淨海長老不辭辛
勞，專程前往紐約，為師父主持讚頌
和荼毘儀式，令妙覺寺四眾，深深感
念。近來，淨海長老由於腿部不適，
不宜久立，讓他老長途跋涉，我心中
雖有些不忍，但這也是兩位長老的一
種緣份。7月13日的讚頌大典中，參與
主法的，尚有菩提比丘、明予法師、超
煩法師和宏正法師，場面莊嚴而隆重。
從這些過程中，我也看到，師父在紐約
弘法數十年，確實度了無數大眾，結了
無量法緣。
情，便會順情而轉，背離佛法，而迷
失自己。另一方面，為了要提高生活
品質，欲望越來越大，要得到解脫就
難上加難，阻礙重重了。

出家所為何事

法苑編輯向我邀稿，對於一位很少
動筆的人來說，真是有些困難。勉強提
筆，感慨萬千，感恩不盡。

B14

光佛學院畢業後，回觀音禪寺服務，後
因父母年紀已大，為能就近照顧，於
1996年到德州佛教會繼續為佛教盡微薄
之力，後調往佛光寺，直到2007年，將
安奉於佛光寺的骨灰運到菩提中心報恩
塔後，我又回到玉佛寺。從1996年到今
天，轉眼20多年過去，感恩淨師父與宏
師父兩位上人對弟子的照顧與愛護。也
感謝這麼多年，信徒們對佛教的支持，
使得德州佛教會能不斷地茁壯成長。不
知自己還有多少生命，但已無遺憾。感
恩！感恩！再感恩！
學佛有四眾或七眾弟子，四眾指的
是出家比丘、比丘尼及在家的優婆塞、
優婆夷。如再加上沙彌、沙彌尼及式叉
摩那，即成為七眾弟子。學佛不一定要
出家，但若想真正投入弘法利生之事，
還是以出家為上策。因為在家無法一心
一意從事弘法利生的大業。出家是打破
家的束縛，「家」是財產的佔有，對眷
屬強烈的佔有欲，即是苦惱。對同事往
往還可以「旁觀者清」，可以用理性
態度判斷他人的問題。但遇到眷屬之

人生的意義在身心的淨化與強化，
人格的提升，現世或來世得到解脫自
在。當然有大部分的在家人也修得很
好，以佛法的智慧與慈悲來做人處事，
不受家庭親情物欲所擾，這也是令人佩
服的。若出家人個人無出離心，對五欲
念念不捨，放不下名、利、權、情，貪
著享受飲食、衣物、汽車、美屋…等舒
服豪華享受，這都是與佛法不相應。若
現實生活與佛法相差太遠，這就有違出
家的內涵了。所以淡泊名利，讓善根福
德因緣成就，要靠自己在戒、定、慧上
的努力，在現實生活中磨練，能真修實
學，啟發智慧，在佛法正見中解脫憂悲
苦惱，方能解脫現實困境。
由於科技的進步，現在是學識爆
炸的時代，要知道什麼，只要查電腦
即可。不像古代，要走萬里路，尋師
就教。這種方便快速，造成許多人不
用到佛學院或佛寺去學佛法。也因得
之容易，便沒有珍惜之感。面對當前
佛教的展望，奉勸大眾要珍惜佛法，
要運用在生活當中。在擇法覺知上，
實修適用自己的佛法，努力前進。盡
本分護持佛法、弘揚佛法。
出家多年的自己，除了積極修行
外，覺得對新進的佛教徒，要包容他
們，也非常歡迎他們，多鼓勵，少責
備，視如己出的關愛，相敬如賓的對
待，讓彼此相互扶持，走向成佛的康
莊大道。結束本文前，引用廣欽老和
尚兩段話與大家共勉：一、別人講我
們不好，不用生氣難過；說我們好，也
不用高興。這不好中有好，好中有壞。
二、修行要保持中道，不急不緩，細水
長流。

2018年09月22日

在我五歲半時，由於父親出外經商
遇難，已出家的姑姑相信一子出家，
九族升天的觀念，決定了我的出家因
緣。1961年，我隨著姑姑從緬甸北部
抵達仰光中華寺時，家師即是該寺的
住持。住滿一年後，在姑姑的安排下，
即請師父為我正式剃度，時年七歲。其
實由於年齡太小，對於為什麼要出家，
完全不懂。唯一慶幸的是，我很適應寺
院裡的生活，不像弟弟，總是吵著要回
家。在中華寺親近師父九年的那段歲月
中，由於師父管教嚴厲，其實心裡是有
些畏懼，只覺得師父的要求很嚴，規矩
很多，在師父面前，絕對不能粗心大
意，一定要中規中矩。可能是這種心理
的影響，1969年，當師父決定送我去台
灣讀書時，儘管我有一千萬個恐懼，不
敢隻身前往台灣，但想到可以自由時，
也就不作任何反抗。

增。透過修行用功，也體驗了清涼和法
喜。接著進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讀書，
讓我對佛教的因果觀、業力觀和菩薩道
有了深切的信解，更發現佛法重理性、
講慈悲，是人生離苦得樂之道，應該發
揚光大讓更多人受益。所以十八歲時，
即發願要用白話文翻譯佛經，方便大眾
閱讀。也由於在佛學院裡，一次大病的
因緣，讓我發願，要盡能力照顧無人照
顧的出家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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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

珍珠參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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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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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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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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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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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廣 告

星期六

2018 年 9 月 22 日

B16

Saturday, September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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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