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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 月櫻花季日本、韓國賞櫻之旅$1598起/人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998起/人
9月非洲肯尼亞10天激情游$999起/人
10月煙雨江南山水雲貴純玩16天$2098起/人

德州團、美西、美東、黃石折扣33%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買一送一)

1/15-29 金三國泰越柬15天遊輪$1898起
3/16-4/2澳洲新西蘭15天豪華團$3398起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2098起

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專業代理俄羅斯、申根、
日本、韓國及全球簽證  代理Viking 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佛 光 山 休 士 頓 中 美 寺 
F O  G U A N G  S H A N  C H U N G  M E I  T E M P L E 

中美寺萬壽園 
Columbarium -龕位 & 牌位 法師說法每周日:11:30am -12:30am 

把握當下，才能創造繼起的生命展望未來，應該把握當下的機緣                
《星雲大師著》 

社教課程： 

禪修課-周六:10:30am 

太極課-周六:2:00pm 

三好兒童班-周日:10:20am

六:10:30am 

 

共修法會： 

每周日:10:30am 

普門品、金剛經、 

藥師經、阿彌陀經、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BLIA Houston 

 佛光會把歡喜的種子遍灑人間，

將 融 和 的 理 念 佈 滿 世 界 。 

全球佛光人致力於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等。 

歡迎加入成爲佛光會員，請洽中美寺。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說：

「人間佛教是擁抱生命的佛教，是

解決生死的佛教，是落實生活的佛

教。」讓往生者能有一處寧靜詳和

的歸宿，也讓生者能在此殊勝的殿

堂 禮 敬 先 人 , 緬 懷 親 人 。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日 
(上午 11:30AM-下午 3:30PM) 

-美味素食及花茶 

寺院開放時間: 周二 -日 (上午 10:00AM-下午 5:00PM)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77477      TEL: 281-495-3100   Website:www.houstonbuddhism.org   Email:info@Houstonbuddhi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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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垂正副主委周日下午在僑教中心演講
「現階段兩岸形勢與我國兩岸政策」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邱副主任

委會垂正，以 「現階段兩岸形勢與我國兩岸政策」為題的演
講茶會，將於明天（12月2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在僑教中
心舉行，歡迎僑胞踴躍前往聽講。

美南地區僑委會僑胞卡特約商店
現已有11家核准，還有2家審核中

(本報訊)這一次台灣民主選舉，藍營大勝，國民黨在22個
縣市長選舉裡拿下15席，新北市侯友宜以116萬票大贏對手29
萬票，台中盧秀燕以82萬票大贏對手21萬票，高雄韓國瑜以
89萬票大贏對手14萬票，台中、高雄以及許多的中南部農業縣
的由綠變藍的翻轉，還有十項公投的結果，證明人民投票不再
迷思台獨、反核等等不切實際的議題，讓選舉勝利回歸到人民
真正關心的經濟、民生、空污、安全的議題上。

韓國瑜選高雄市市長的經歷過程，更是讓人驚訝佩服，一
個人，一身膽識，一貫熱情，一瓶礦泉水，他的勝利，不是他
的黨籍，不是大老的站台，不是金主的贊助，他是以 「愛」與
「包容」，在南台灣打敗了 「恨」與 「權勢」，他用最大的力

氣告訴選民： 「台灣不能再分藍綠」，他用簡單易懂的政見：
「貨賣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打動民心，他帶出來

的 「韓流」影響全台選情，他的勝利奠定了台灣民主選舉以後
將會是：重民生，輕鬥爭；放下權貴與悲情，走向改革與重生
。

羅智強，1998年以無黨籍身份，參選高雄市議員落敗，僅
得到三千票。後考取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擔任陳長
文兼職助理。經 「指導教授」陳長文推薦，擔任2008年馬英九
蕭萬長競選總部發言人、總統府發言人、2012年馬英九吳敦義
競選總部（台灣加油讚）副執行總幹事、中華民國總統府副秘
書長。2015年8月，赴美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2016
年1月，在Facebook創立野台群組，因按讚數累積未到100萬

（91萬），羅智強決定不選台北市長，參選台北市大安文山
區市議員選舉，結果以40,391票該區最高票當選。

羅智強在這次台灣選舉中，有多樣事情非常特別，工人
家庭出身的羅智強不是家財萬貫的富二代，他得很辛苦地募
款，但當他好不容易募到了選舉的 「第一桶金」，他不是拿
來掛自己的選舉看板，卻投到高雄去聲援韓國瑜。在多數人
都還認為韓國瑜根本不可能贏過陳其邁、韓國瑜民調仍大幅
落後，募款不易，得靠 「滷肉飯」打選戰時，羅智強就支援
了100輛公車廣告到高雄聲援韓國瑜。在韓國瑜最艱困時，羅
智強提供了韓國瑜最早的一波地面文宣。還不止如此，他接下
來還支援了100輛三問林佳龍的公車到台中聲援盧秀燕；在媒
體炒作連 「小雞」都不挺丁守中的新聞時，羅智強又支援了
100輛公車廣告，在台北宣示力挺丁守中，以行動破除對丁不
利的謠言；他又在新北打出100輛反深澳電廠的公車，不久後
民進黨政府就宣布放棄深澳燃煤電廠；管中閔的台大校長被民
進黨蠻橫拔掉，羅智強也出了100輛 「拒投民進黨，台大有校
長」的公車在台大附近趴趴走，帶給執政者極大的壓力。

羅智強創造了一個嶄新的選舉記錄，他沒有看板，沒有布
條，沒有掛旗，沒有造勢，沒有塞滿信箱的派報夾報，沒有擾
人清夢的語音電話，只有一個競選辦公室，一個沒有任何競選
經驗的團隊，他僅僅依賴社群網路發聲以及日以繼夜的街頭演
講，在行有餘力之時，再去支援高雄、台南、台中、桃園、新
北、台北、基隆等六都一市。他的當選不會 「只是」一個台北

市議員，他要大家看到一個重裝升級版的戰鬥小強！他要開始
一系列 「大行動」，他會運用這次選舉募款結餘的經費，成立
「滅東廠保民主辦公室」。擴編小強團隊，培養年輕新血，打

造更多的羅智強；舉辦公共論壇，思考國家方向、台北願景，
引領國人進行 「百年思考」；只要有助於實踐 「衛中華民國、
護台灣民主、保兩岸和平、促民生經濟」的大目標，羅智強不
排除任何政治上的可能性。

羅智強休士頓演講： 「兩岸崩，民主危；2020撥亂反正關
鍵之戰」

時間：12/15/2018週六早上11:00
地點:China Bear, 12755 SW Fwy, Stafford, TX
餐費：$15 (預售票，120限座位)
中山學會:
281-795-9966

從台灣民主選舉到羅智強來休士頓演講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繼台商Hilton Garden Inn 及江南村加入
僑胞卡特約商店，僑教中心莊雅淑昨天下午在僑教中心舉行的美南地
區僑委會僑胞卡特約商店說明會上指出：目前已核准的僑胞卡特約商

店已有11家，另有2 家在審核中。
昨天出席說明會的 「金城銀行」公
關經理 Terry 也當場表示： 金城銀
行也將加入特約商店的行列，給予
大眾手續費上的優惠。

目前已核准的僑胞卡特約商店，
包括： Blue Onyx Bistro, Cafe 101,
Feng'sTrading Co. , Clarion inn&
suite Westchase , Hilton Garden Inn,
江南春，美而廉，呷哺小火鍋，薑
（Cafe Ginger ), 明 星 冰 谷 ， Sushi
King, 等店。凡僑胞持僑胞卡前往消

費，可獲10%以上的折扣。
德州休士頓華埠知名飯店Hilton Garden Inn及餐廳江南村成為海

外僑胞卡特約店家，11月27日及28日下午，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代表僑委會前往頒發僑胞卡特約商店標章並舉行掛牌活動。
Hilton Garden Inn位居休士頓華埠，擁有120間房間具規模的聯鎖

品牌旅館，是許多觀光客至休士頓旅遊選擇，負責人黎淑瑛現任僑務
委員，世華工商婦女會首屆海外總會長，熱心公益，黎淑瑛啟感謝僑
委會發行僑胞卡，促進優惠消費，並表示能加入特約店家行列非常高
興，凡持僑胞卡至該店住房每間每卡將提供九折優惠。而位於華埠今
年剛開幕江南村餐廳，提供正宗准揚菜，更是許多老饕打牙祭的熱選
餐廳，來自台灣的老闆王慧芬亦非常高興加入特約店家，凡持僑胞卡
至該店消費將提供九折優惠。

莊雅淑表示，僑務委員會自去年發行僑胞卡以來，目前發卡數量
已超過5萬張，申請加盟的特約商店超過2千5多家，不但涵蓋各行各
業且遍佈全球各地。僑胞卡持卡人憑卡在特約商店消費，不但享有價
格優惠，也增進海內外特約加盟商店的業績，可以說是創造了互利雙
贏的契機，莊雅淑感謝特約店家加入，並歡迎僑胞申辦僑胞卡。

圖為昨天出席美南地區僑委會僑胞卡特約商店說明會的各特圖為昨天出席美南地區僑委會僑胞卡特約商店說明會的各特
約商店業主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在會上合影約商店業主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在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僑胞卡特約商店業主圖為僑胞卡特約商店業主，，與僑教中心莊主任與僑教中心莊主任
（（左四左四））在說明會上合影在說明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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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之聲12月1日演出
參加團體系列介紹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
年會隆重舉行

(本報訊)中華合唱團簡介
成立於1972年，當初由一群喜愛音樂的朋友，聚

在一起以樂會友，於今已過了四十六個年頭，回顧這四
十多年來中華合唱團在歷屆團長的辛勞，指揮的教導及
全體團員的努力下，先後舉辦過56次音樂會，深受各
界喜愛與好評。中華合唱團是一個不涉政治、不分宗教
的非營利性音樂團體，現有團員近五十人，由指揮施彥
伃博士帶領，每個星期天下午固定在僑教中心音樂教室

練唱。團員們除了對歌唱有共同的愛好，彼此間也像兄
弟姐妹一般。中華合唱團歡迎朋友們的加入。想要進一
步了解中華合唱團，請上我們的網站 www.camachorus.
org 查詢。和樂之聲音樂會12月1日在僑教中心演出，
普 通 讚 助 券 $10 元 ， 貴 賓 券 $50 元 ， 請 向 楊 明 耕
713-775-7538, 陳 瑩 281-777-3338 ， 黃 湘 沅
832-453-812 接洽。（和樂之聲籌備會供稿）

光鹽社健康講座 風濕病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捐款休斯頓警察局

(本報訊)休斯頓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
曾經在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糖城公園舉辦 「社區安全慈
善募款健行」，此次慈善健行活動是由其副會長吳展瑩
策劃、推動，再經由會裡的姊妹們的幫忙，得以圓滿成
功。這是她們第一次辦理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在宣傳工
作稍為不足的情況下，仍然募得數千元，款項數目的多
寡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世華美南分會的姊妹們有心為
中國人的社區安全付出她們的關心，值得我們褒獎她們
。

十一月二十八日，經由理事陳文律師向休斯頓警察

局接洽，由該會會長羅秀娟的帶領，把健行募到的款項
三千元交給警局的副局長亨利敖先生接收。在接收儀式
中，美南分會的其他會員：前會長李迎霞，監事高嫚璘
，副會長吳展瑩、秘書長洪良冰、理事李莉穎、蔡淑英
、王藝達、彭思雅，均到場觀禮。場面融洽。據悉，另
有一筆款項一千五百元準備捐給 Crime Stoppers，她們
希望借助警察的力量，再以金錢來有效配合辦案，能抑
制宵小危害中國社區。這是世華美南分會對中國社區做
出的貢獻，她們也希望能拋磚引玉，帶動更多華人參與
，來維護中國人自己社區的安全。

(本報訊)主題: 風濕病
講員: 陶翔醫師
時間: 12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2-4

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
ton, TX 77036)

大部分風濕病都與免疫系統失調
有關，與天氣變化或年紀大沒有很直
接的關係。風濕病是一個廣泛的統稱
，任何與關節痛有關的病症，例如：
類風濕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強
直性脊椎炎、骨關節炎、硬皮病及痛
風等都包括在內。以上的病症與免疫
系統失調有關，患者因本身的免疫系
統出現問題，免疫細胞過度活躍自我

攻打，導致正常的關節、肌肉、皮膚
或血管發炎。風濕病在壯年期的發病
率很高，某些病徵甚至會出現於兒童
身上，患者的關節會出現疼痛及僵硬
現象，但他們可從飲食及日常運動入
手，紓緩症狀。

陶翔醫師在中國湘雅醫學院畢業
取得臨床醫學博士學位， 然後來美國
取得了生物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在德
州大學醫學院接受內科住院醫師訓練
，獲得內科醫學執照。然後在風濕免
疫科做專科培訓， 取得風濕免疫科的
醫學執照。從2003年開始，他在西南
赫曼紀念醫院擔任主治醫生，也在該
醫院的第二門診大樓開設自己的私人
診所。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理事彭思雅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理事彭思雅、、王藝達王藝達、、蔡淑英蔡淑英、、李李
莉穎及陳文律師莉穎及陳文律師((左一左一),),李迎霞前會長李迎霞前會長、、羅秀娟會長羅秀娟會長((左五左五))、、吳展吳展
瑩副會長瑩副會長((右四右四))、、洪良冰秘書長洪良冰秘書長((右三右三))、、、、高嫚璘監事高嫚璘監事((右五右五))與休與休
斯頓警察局敖樂章斯頓警察局敖樂章(Henry Gaw)(Henry Gaw)副局長在捐款儀式上合影副局長在捐款儀式上合影。。((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
左一左一))、、吳展瑩副會長吳展瑩副會長((右一右一))把健行募到的把健行募到的
款項三千元交給休斯頓警局的副局長敖樂款項三千元交給休斯頓警局的副局長敖樂
章接收章接收。。此捐款將使用於警察基金會和此捐款將使用於警察基金會和100100
俱樂部以及協助基金會俱樂部以及協助基金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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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
VNUSVNUS閉合導管手術治療靜脈曲張閉合導管手術治療靜脈曲張

人體血管共有三大系統，動脈、靜脈和淋巴
系統，其中靜脈負責將血液回輸至心臟。大部分
靜脈中擁有靜脈瓣膜，就像是閥門，能阻止血液
往下流，但當靜脈瓣膜受損，或是靜脈壁薄弱，
像閥門失去了作用，血液就會逆行向下流，越往
下壓力越大，形成扭曲盤旋，蚯蚓狀的靜脈曲張
。長期持久站立或從事重體力勞動，都會持續增

加下肢壓力，因此如服務員，空姐，教師都是靜
脈曲張的高發人群。此外，由於妊娠會壓迫盆腔
靜脈回流，引發下肢壓力增大，從而也可導致靜
脈曲張。

下肢靜脈系統主要分為淺靜脈和深靜脈，下
肢90%的血液通過深靜脈回流，剩下10%通過淺
靜脈。靜脈曲張主要發生在淺靜脈，而淺靜脈則
包括了大隱靜脈和小隱靜脈，我們說的靜脈曲張
，主要發生於這兩支靜脈及其小分支。淺靜脈曲
張主要是有幾種情況：最常見為原發性下肢靜脈
曲張，就是我們說的由於壓力增大及各種原因導
致的淺靜脈擴張。少見情況下，在深靜脈阻塞或
深靜脈瓣膜關閉不全、下肢動靜脈瘺、甚至下腔
靜脈阻塞也能引發下肢靜脈曲張。

在談到靜脈曲張的表現時，范縝醫生表示靜
脈曲張的表現較容易判斷，肉眼可見下肢靜脈呈
彎曲、延長、擴張等。通常早期幾年，靜脈曲張
除影響美觀，並無其他癥狀，但隨著病程發展，
病人逐漸感到下肢沈重酸脹，到晚上或第二天早
上出現水腫。再往下，由於皮膚上的毛細血管破
裂，或血紅蛋白溢出而引發皮膚顏色改變，出現
色素沈著，濕疹或變硬，此時病人可感覺到皮膚

瘙癢等癥狀。如果任由其發展，就會出現皮膚潰
瘍，潰瘍不愈合，甚至出現靜脈曲張破裂出血、
靜脈血栓等嚴重並發癥危及生命。

范縝醫生介紹到，很多病人在靜脈曲張出現
嚴重癥狀了才到醫院進行治療，在門診病人中，
出現小腿水腫，踝部色素沈著的病人十分常見。
雖然皮膚可看見明顯的靜脈曲張表現，但仍然需
要通過超聲等檢查，來排除其他形成靜脈曲張的
原因，如上文提到的下腔靜脈梗阻，動靜脈瘺等
也可以引發靜脈曲張，但治療就完全不一樣了。
通常情況下，范縝醫生診所內就可以完成初步檢
查和超聲檢查。

靜脈曲張的外科治療目前仍然作為治療靜脈
曲張的首選，范縝醫生強調，藥物和彈力襪只能
作為治療的輔助手段。在談及門診病例時，范醫
生說，病人常常問道：“我暫時不想手術，能不
能穿彈力襪來治療靜脈曲張”。醫用彈力襪是外
界提供壓力來幫助收縮靜脈，主要用於高危人群
預防靜脈曲張，並不可作為主流的治療手段，范
縝醫生解釋道。

外科治療也就是手術治療，主要分為傳統手
術和微創手術。傳統手術為大隱靜脈高位結紮，

剝脫術，具體做法是在大腿兩端各開一個口，將
整條淺靜脈抽剝出來，術中易出血，術後恢復慢
，大約一周才可以出院，范醫生說，現在其診所
已經棄用。微創手術則包括激光，射頻，旋切，
打硬化劑等。

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VNUS閉
合導管手術，自發明以來，超過60萬病例數，證
明其是目前最為有效，安全的手術之一。其優點
是門診手術，患者全程清醒，局麻下幾乎無痛，
30分鐘左右的手術後，即可下地回家，1天內恢
復正常活動。隨訪大多數病人，術後癥狀改善明
顯，不留疤痕。范縝醫生具有14年外科行醫經驗
，在靜脈曲張的診斷和治療上具有很深的造詣，
熟練掌握英語，國語和上海話，診所提供粵語，
西班牙語及荷蘭語翻譯，到目前已經有超過一千
例靜脈曲張被成功治愈。

范縝醫生目前有兩個診所，具體地址是：(1)
中國城：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2) 8號公路和10號公路交匯處：1140
Business Center Dr., Suite 403, Houston, TX 77043
。撥打電話713-935-9758轉0號線人工服務進行
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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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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普通人群。而正是綠蜂膠的神奇生物
學作用造就了這一世界性長壽奇跡。

獲國際權威機構認證
隨著美國、巴西、日本、歐洲等世

界各地科學家對於蜂膠的深入研究，蜂
膠的價值和奇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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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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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

vestre 的無盡追求，并以此獲得了整個
業界的高度認可與尊敬。 Apiario Sil-
vestre 野花牌系列產品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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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ga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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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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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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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無汙染的生長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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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著稱於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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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66-690-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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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醫學咨詢長途:1-866-690-4888 Email
：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 站 ：
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
康！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曉市頓同源會慶祝曉市頓同源會慶祝6464周年晚宴周年晚宴
在金冠海鮮餐廳熱鬧溫馨舉行在金冠海鮮餐廳熱鬧溫馨舉行

Youth ClubYouth Club男女青年志男女青年志工提供義賣點心服務工提供義賣點心服務。。

駐休士頓臺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駐休士頓臺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前右一前右一、、右二右二），），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Jay KarahanJay Karahan法官夫婦法官夫婦，，汪得聖警官汪得聖警官（（二右一二右一），），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臺北經文處俞欣嫻秘臺北經文處俞欣嫻秘
書書，，施建志施建志組長組長，，美洲同源總會陳炳良會長美洲同源總會陳炳良會長，，曉市頓同源會林玉偉副會長曉市頓同源會林玉偉副會長，，科技組游科技組游慧光組長慧光組長，，黃泰生於黃泰生於1111月月1818日下午日下午66時在金冠海鮮餐廳出席曉市頓同源會慶祝時在金冠海鮮餐廳出席曉市頓同源會慶祝6464周年晚宴周年晚宴。。

李成純如晚宴節目主持人李成純如晚宴節目主持人（（二右一二右一））歡迎歡迎JayJay
KarahanKarahan法官夫婦參加曉市頓同源會慶祝法官夫婦參加曉市頓同源會慶祝6464

周年晚宴周年晚宴。。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及伍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及伍
國活夫人國活夫人（（右右））參加曉市頓同源會慶祝參加曉市頓同源會慶祝6464周年周年

晚宴晚宴。。

香港會館譚梓康香港會館譚梓康、、陳宛儀夫婦陳宛儀夫婦，，關毓駒關毓駒，，梁國堅梁國堅，，關紫關紫
紅紅，，黎瓊芳理事長與僑界人士於黎瓊芳理事長與僑界人士於1111月月1818日下午日下午66時在時在
金冠海鮮餐廳參加曉市頓同源會慶祝金冠海鮮餐廳參加曉市頓同源會慶祝6464周年晚宴周年晚宴。。

晚宴主席林玉偉晚宴主席林玉偉（（左一左一））介紹主講人休士頓警介紹主講人休士頓警
察局敖樂章副局長察局敖樂章副局長（（右一右一）。）。

美洲同源總會會長陳炳良美洲同源總會會長陳炳良（（Davace Chin)Davace Chin)在曉在曉
市頓同源會慶祝市頓同源會慶祝6464周年晚宴致賀詞周年晚宴致賀詞。。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在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在
曉市頓同源會慶祝曉市頓同源會慶祝6464周年晚宴致賀詞周年晚宴致賀詞 。。

晚宴主席林玉偉副會長晚宴主席林玉偉副會長，，Dorothy YeeDorothy Yee熱烈熱烈
歡迎歡迎180180位中位中、、外僑界人士出席曉市頓同源外僑界人士出席曉市頓同源

會慶祝會慶祝6464周年晚宴周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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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李醫生免費幫
你治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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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1月和24和25日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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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德州文藝復興節還有最
後2天，這個周末就是閉幕式，請
抓住機會不要錯過。 中國城的王朝
旅遊代理文藝復興節的門票，目前
有少量門票特價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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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Migic winter
Lights Show冬季夢幻燈展於11月16

日在Gulf Greyhound Park海洋灰狗公
園正式展出，由中國“南國燈城”四

川自貢市的藝術家手工打造的120余
組彩燈驚艷休斯敦，令美國觀眾體驗

到中國燈文化的獨特魅力。
最近幾天休斯敦的氣溫驟降，晚

上只有華氏30多度，但這絲毫沒有影
響四面八方的觀眾湧向海洋灰狗公園
去觀賞從中國來的自貢燈展，人們穿
梭在北京天壇祈年殿、倫敦塔橋、巴
黎埃菲爾鐵塔、莫斯科紅場、悉尼歌
劇院和印度泰姬陵等燈組之間，感受
中國燈文化獨特的美和神奇的魅力。

今年是第四屆冬季夢幻燈展，自
2015年起，美國休斯敦“冬季夢幻彩
燈展”是中國彩燈海外展出有史以來
規模最大、投資最多、創意最新的大
型燈會。彩燈展為期52天，從2018年
11月16日至2019年1月6日，每天晚
上從5點開始亮燈開放，覆蓋感恩節、
聖誕節及新年美國三大最主要節日。
整個展覽由70位四川自貢的藝術家經
過30天手工打造，分為夢幻、歐洲、
非洲、亞洲、大洋洲、美洲以及恐龍

原始部落等七大特色主題燈組，占地
約10萬平方米，預計今年觀燈總人數
將超過50萬人次。

主辦方還特邀中國演出團體和非
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帶來美國觀眾難
得現場欣賞到的變臉、雜技等特色表
演，以及糖畫、剪紙等中國民間手工
藝展示。

中國城的王朝旅遊代理冬季夢幻
燈盞的門票，目前有少量門票特價供
應，請抓住機會去海洋灰狗公園感受
一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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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年年Migic winter Lights ShowMigic winter Lights Show
冬季夢幻燈展冬季夢幻燈展，，王朝旅遊有特價票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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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認
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久居住地,通常在美
國境外的時間不能超過六個月.按照現有
的政策,如果出境超過三個月以上,入境
時很有可能會在護照上加註.如果綠卡持
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過六個月,最好
要申請有效期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en-

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照，一般兩年有
效。第二次申請通常一年有效。九一一
以後，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過三
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
但持有白皮書一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
相對順利。

美國移民局於2008年3月5日公布
對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新規定。凡
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必
須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信息提取程
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查
。移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
成此程序。申請人應該至少提前兩到三
個月提出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申請
。有特殊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證的申請
人，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文件
，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移
民法還要求在遞交回美證的時候，申請
人必須在美國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四到五
個月,但是來不及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
文件:

1. 證明親屬關系紐帶：有家人或親
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 如配偶的工作證
明,報稅證明,子女在美國的上學證明,成
績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國
的雇主證明，美國生意的執照等，報稅
紀錄等。如果離開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
公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件和薪水
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所
有權證書，房屋貸款證明，銀行流水，
信用卡使用紀錄，會員證，車輛的所有
權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險，健康保
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與
動機：如離境半年以上，是否有回美證
。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
特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病，照顧生
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超

過一年，又沒有有效的回美證，怎樣才
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駐
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
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
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
因的證明材料。例如，如果因健康的問
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需提供所有相關的
醫療記錄，例如病歷、醫院證明等。所
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果是因直
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須提
供該親屬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和親屬關
系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申請人
面談。這一輪的面談只是決定是否符合
申請回美簽證的要求。如果領事決定合
符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會寄一個移民
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下來需要等待第
二輪的面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
的所有材料後做出決定。在兩輪面談中
，都必須有證據證明逾期逗留是因為返
美受阻於無法控制的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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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
辦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
程中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
謊，立刻撤銷公民資格。

3. 川普總統表示，所有申請過美
國政府福利和政府補助的申請人，將在
綠卡和公民申請時被移民官視為“公眾
負擔”而拒絕申請並被遞解出境。除了
食物券，國土安全部（DHS）將一系列
非現金類的社會福利, 如讓美國出生的
子女進入公立學前教育項目，煤水電費
補助，和Med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

助”的範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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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美國移民局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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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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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dit、Tumblr、Twitter、Vine以及You-
T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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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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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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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
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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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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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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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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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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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第十二屆""豐田杯豐田杯""少年乒乓球少年乒乓球
錦標賽圓滿結束錦標賽圓滿結束

DD組獲獎選手組獲獎選手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AA組獲獎選手組獲獎選手BB組獲獎選手組獲獎選手 CC組獲獎選手組獲獎選手

來自來自TOYOTATOYOTA公司的公司的STEVEN YESTEVEN YE先生先生 圖為比賽現場熱烈觀戰情形圖為比賽現場熱烈觀戰情形。。 圖為比賽現場熱烈觀戰情形圖為比賽現場熱烈觀戰情形。。

圖為所有獲獎選手與教練王大志圖為所有獲獎選手與教練王大志（（後排右三後排右三)) 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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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以支持當地慈善機構
，為社會傳播正能量為宗旨的 「辣媽大賽」 自
2015年起在休市開辦以來，僑界反應熱烈，受
到各界的矚目。今年更將該大賽推向國際, 在全
世界七個國家，三十多個城市盛大舉行。總決
賽訂於今年12月5日至11日在迪拜舉行。屆時
將有來自全世界幾十個賽區，前三名的獲獎佳
麗五十多人與會，一展辣媽風采。

美國飛龍國際文化傳媒集團總裁,國際辣媽
選美大賽（HOT MAMA )品牌創始人、全球主席
陳鐵梅主席已於11月29 日飛往迪拜，她在行前
對記者表示： 「 辣媽大賽」 ，今年在全世界七
個國家，幾十個城市舉行海選，中國賽區海選
16個城市領先開跑，9 月在新西蘭，10 月在法
國，11 月在美國（休斯頓、達拉斯、南北卡羅
拉多、佛羅里達、紐約、洛杉磯）等地舉行。
就等今年12 月5 日，在迪拜一展風采，向全世
界詮釋已婚婦女從竈臺、工作臺、到大舞台的
無窮魅力。」

陳鐵梅主席表示：這次大賽，受到全球各
地當他政府的大力支持。每個賽區的新聞發布
會，都有當地的官員與會，而比賽收益，也捐
款給當地的慈善機構。如休斯頓在2015 年開辦
起，便將所得捐給對社區貢獻良多的 「光鹽社
」 ！

陳鐵梅主席表示:HOT MAMA 賽事自始至終
，都在關注女性，希望透過賽事展現女性的成
熟魅力與獨特氣質，作為新一代的女性代表出
現在HOT MAMA 的舞台上。主辦單位希望透過
比賽，增強中國與國際友誼，傳承愛與弘揚中
華傳統文化。

透過在各地的賽區大作善事及致力幫助貧
困病患兒童，大會希望大賽與慈善連結，將辣
媽們的慈善愛心精神傳遞給全世界。

陳鐵梅主席並透露： 這次國際辣媽大賽的
獲獎辣媽，將參與中國連續劇的拍攝。祝願此
次所有參賽辣媽，能敲開全球總決賽的命運之
門，登上世界之巔。

國際辣媽大賽全球總決賽國際辣媽大賽全球總決賽
今年今年1212月月55日至日至1111日在迪拜舉行日在迪拜舉行

2019年陽春3月，春暖花開，歡樂
旅遊帶領您去日本賞櫻。日本賞櫻順道
上海探親12天之旅， 所有3月- 4月出
發的日本團 （買一送一）。特價$888/
人，請務必快，快，快，來歡樂旅遊報
名哦！我們的電話是832-786-8288，
地址是：中國城敦煌廣場豆腐村樓上
C326室。

歡樂旅遊自成立以來，無不秉持著
視客人為家人，讓每一位客人玩的舒心
、開心、更放心！我們不斷提升專業水
準，擴大旅遊服務範圍，並積極開拓創
新旅遊產品，為廣大旅遊和攝影愛好者
帶來歡樂！歡樂旅遊精心設計貼心的旅

遊行程，行程中歡樂旅遊為您安排舒適
的酒店、巴士；不僅如此，我們對地接
旅行社的選擇非常慎重，讓您在異國他
鄉不必有任何後顧之憂！

近來，旅遊行業競爭日益激烈，我
們辛辛苦苦研發出來的新產品剛剛上市
，就被別家同業輕易“複製”了。 尊
重原創性，這是基本的專業精神。

請大家務必購買之前仔細甄別清楚
，問清楚各項價格，以及旅遊行程。雖
然同行可以給出同樣或再便宜的價格，
但在團上，有可能出現減少行程，或者
讓您另附小費、行李費等等。雖然報團
時，價格或者行程都是一樣的，殊不知

在報名後，卻無端增加諸多額外費用。
所以，為了您的出遊更加舒適，不必為
了這些瑣事煩憂，請來歡樂旅遊報旅遊
團啦，明碼實價，這樣才會玩的更加舒
心和快樂！

歡樂旅遊，不是以價格低廉來吸引
客戶，我們是依靠新穎的產品和優質的
服務來回饋客人對我們的支持！若您打
算出去旅遊，放鬆一下，歡樂旅遊絕對
不會讓您失望！

有任何關於旅遊的問題，出行簽證
、三級公證認證等等，您都可以聯絡我
們歡樂旅遊。

歡樂旅遊推薦歡樂旅遊推薦：：日本賞櫻日本賞櫻,,順道遊上海順道遊上海1212天之旅天之旅
所有所有33月月-- 44月出發的日本團月出發的日本團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優惠價優惠價$$888888//人人（（含小含小費費，，門票門票，，全程機票全程機票））
旅遊團結束旅遊團結束後後，，可以延長逗留在中國探親可以延長逗留在中國探親

先到先得先到先得，，机不可失机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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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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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仰望上帝恩典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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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週四) 感恩節

下午4-6pm筆者接受Raymond(岑振強

弟兄)的邀請去「中信福音中心」與社區

福音朋友共渡感恩節，天使團隊岑振強，

黃靜音夫婦，謝榮耀夫婦，周光祖弟兄，

周鐵玲姐妹暨西區中國教會粵語組弟兄姐

妹多位出席協助事奉，也在享用美食晚餐

後，我們輪流上台分享感恩節的由來與講

說感恩的見證。當晚約有27位大人、小孩

出席。

中信福音中心慶祝感恩節 

11-24(週六)與兩位老墨交談

10am我去Uhaul店購買50個紙箱，店

員請兩位作臨時工的老墨幫助我拿紙箱放

在我的車上，我感謝他們相助，給他們小

費，他們很高興，也說盼望找到工作，我

們彼此介紹自己，得知高個子叫Allen,小
個子的名字是Frank(福蘭克林)，他們住在

附近，每天都在等有工作機會。Allen說他

們會做油漆、搬家、舖地板等。老墨Frank
問我「你們台灣人一般所信的神與我們美

國的神是一樣的嗎？」我答「不一樣，有

人信的神明是木頭、石頭做的偶像菩薩，

有的是人死後被人自封為神來膜拜，我所

信的真神是創造天地海和萬物的，祂也是

創造你我，賜你我生命氣息的真神喔！」

Allen與Frank笑着點點頭，贊成我說的。求

天父賜福給他們兩位。

下午三時多鳳山容姑姑打電話來交談

有關潘牧師骨灰安厝的事，她說「靈魂去

天堂最重要，物質的骨灰放哪裡都好，你

們在美國，潘牧師骨灰放在美國更好，要

記念獻花也近些，如果骨灰放在台灣，你

們也不能每年清明節來掃墓，這是我的建

議！」

我想這是上帝感動她說的，感動她打

電話來。我昨晚也為此事禱告，求主旨意

顯明，今天就收到姑姑電話和建議，我相

信是出於天父的美意。我覺得安葬在哪裡

安琪，美秀，潘師母在大休士頓生命河靈

糧堂

都好，人在哪裡去世，就安葬在哪

裡。舊約聖經人物也是在哪死，就埋葬在

哪裡。姑姑說她有夢到媽媽與潘牧師在天

堂相見了，他們相見很高興哩！

11-25
號角月報協工美秀姐妹，安琪姐妹陪

同我去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主日禮拜，

筆者分享主題:讓愛火不斷燃燒。我講個

人信主前後生命改變見證暨參與不同的事

奉。會後與弟兄姐妹有美好交流，也為一

位青年人得癌症抹油禱告，他說看到我的

不同事奉的投影相片ppt-其中關心探訪中

國與台灣來燒傷孩子，他說他願意日後加

入角聲天使團隊去探訪燒傷童哩！他看到

聽到我分享中國來一位趙小青罹患淋巴癌

來美治療，最後，MD Anderson癌症醫院

放棄治療她，我鼓勵小青說:「人的盡頭，

是神的起頭」趙小青姐妹來美治療期間信

主受洗，神自己全能醫治她痊癒，2017年
初來美探親也來探望我們夫婦與昔日教友

們，她活17年迄今仍身體健康，讚美神恩

真豐富。協工安琪也鼓勵說「我先生罹患

鼻咽癌21年，上帝憐憫保守我先生生命盡

頭有幸認罪悔改，信主耶穌，與家人有機

會和好，得到妻子的饒恕，我先生後來平

安去世。你也全心仰望上帝恩典憐憫醫治

你吧！」我們有五位姐妹同心為此青年禱

告。感謝天父差遣我今天在靈糧堂分享與

作祂在我身上的奇妙作為。

友人來信

1.感謝主感動親屬們體貼您們的「處

境」，而之前師母照主的引導，聽取家人

的意見，答應返台安厝潘牧師骨灰，讓彼

此心裡都得安慰，我想這也感動了他們的

心，建議讓潘牧師骨灰放在美國更好。基

督徒是天國的子民，無論葬在哪裡，當主

耶穌再來的時候，我們都要因神的大能而

從死裡復活，並得著與基督榮耀身體相似

的復活身體（參腓立比書3章20-21節）。

所以，無論安厝在哪裡，都要「讓活

著的人心安」，在聖靈的光照下，就是最

正確的決定。健華

2. 潘師母，很高興11-28在「大中華超

市」再次相遇，我非常感謝您當初來我們

家探訪(20多年前)，帶給我們溫暖，我們

的孩子都長大上大學了。我們得福，也有

您的指引，謝謝！ Fancy伍

下面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收集了所有

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或者華裔小時候成

長和受教育的背景，最後得出結論：他們

幾乎都受過基督信仰的教育或者影響，其

中有的是虔誠的基督徒，有的是對基督信

仰有瞭解和認識。

據統計，在所有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裏

93.2% 是基督徒；在這些獲獎的科學家裏華

人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他們幾乎都受過

基督信仰的教育或者影響。這是值得我們

深思的…

物理之上是哲學；哲學之上是信仰；信

仰之上是上帝！

筆者發現幾乎所有的華裔諾貝爾獎得

主都是從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即使將來可

能有人未能受洗成爲基督徒，其從小所受

的基督教教育對他們後來的成就有毫無疑

問的正面影響，請看 :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博士的祖

父李仲覃牧師（1870—1936）
于 1910 年起任蘇州聖約翰堂首

任華人主任牧師（教區長、連環

司）。現聖約翰堂內有“李仲覃

牧師紀念碑”。李政道和他的父

親都是從小在教會學校受教育。

楊振寧從 11 歲起就進入著名的

教會學校崇明中學讀書。 

楊振寧因“發現宇稱原理的

破壞”而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丁肇中從 9 歲起就在德國人開辦的教會

學校讀書。 1976 年丁肇中因“發現一類新

的基本粒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朱棣文出生在美國，也是教會學校畢業
的，當年某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很納悶他
怎麽會信基督，而他自稱是上帝選中進行科
學研究的人。 1997 年朱棣文因“發明了用
激光冷却和俘獲原子的方法”榮獲諾貝爾物
理學獎。

崔琦，10 歲以後進入香港著名教會學
校培正中學讀書，其姐姐叔叔都是教會的
傳道人，自身是路德宗信徒。 1998 年，崔
琦與德國的霍斯特·斯托爾默和美國的羅伯
特·勞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學研究做出的重大
貢獻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丘成桐，從小也是基督教家庭，小學上
過主日學，中學也是香港教會學校培正中學
的學生，後來的大學也是教會大學，自己在
家還組織查經班。 丘成桐證明了卡拉比猜

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拉比 - 丘流形，是
物理學中弦理論的基本概念，對微分幾何和
數學物理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丘成桐囊括了菲爾茲獎（1982）、克拉
福德獎（1994）、沃爾夫獎（2010）等獎項，
特別是在 1982 年度榮獲最高數學獎菲爾茲
獎，是第一位獲得這項被稱爲“數學界的諾
貝爾獎”的華人，也是繼陳省身後第二位獲
得沃爾夫數學獎的華人。

屠呦呦 因發現青蒿素治療瘧疾的新療
法 2011 年 9 月，獲得被譽爲諾貝爾獎“風
向標”的拉斯克獎。2015 年 10 月獲諾貝爾
生理學或醫學獎。屠呦呦是第一位獲得諾貝
爾科學獎項的中國本土科學家、第一位獲得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華人科學家。

屠呦呦初中就讀的私立甬江女子中學是
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基督教學校，該校前
身——寧波女塾是中國首所女校，其舊址現
已改建爲全國首家區域性教育博物館——
寧波教育博物館。 甬江女中前身寧波女塾
是中國最早的女校 。 1844 年，英國東方女
子教育促進會會員、基督教會傳教士愛爾
德賽在城西祝都橋 ( 今中山西路 182 弄 36
號 ) 創辦寧波女塾，這是“中國最早的女
學”(《中國教育大辭典》)。

該女學教程有識字、數學、地理、女紅
及基督故事等，與傳統的中國舊學相比，教
學內容與形式耳目一新。1847 年，美國基
督教長老會傳教士柯爾夫人亦在江北岸槐
樹路設一女校。1857 年，兩所女校合幷，
稱崇德女校。1923 年春，崇德和聖模女校
之中學部合幷，在甬江之濱的戰船街新建校
舍，易名私立甬江女子中學。1945 年屠呦
呦入讀該校。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爲首位獲得
該獎的中國籍作家。莫言也是受信仰耶穌基
督的母親深深影響寫出了《豐乳肥臀》，當
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宣布後，莫言名
字的拼寫 MO 迅速登上全球各大英文媒體，
短短四五天，莫言的書幾乎賣斷了貨。 

莫言本人極力推崇自己的《豐乳肥臀》
更是一書難求，他曾說，“你可以不看我所
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瞭解我，應該看我的
《豐乳肥臀》。”而這本書曾在《劍南文學•
經典閱讀》的一篇文章中被評含基督教文化
色彩。

湖南大學文學院的李洪玉在此文中評價
說：“莫言的《豐乳肥臀》貫注了濃厚的
基督教文化色彩。其中最顯明的表現，一是
《豐乳肥臀》的故事叙述模式暗含了從“原
罪”走向“救贖”的《聖經》之內在結構；
二是作家塑造大衛偉大母親形象蘊含了基
督教之平等博愛與犧牲救世精神。”

 2011 年 8 月，莫言以他的“懺悔”之
作 --《蛙》榮獲第八届矛盾文學獎，表現出

一種强烈的懺悔意識。這種懺悔意識除了來
自于作家深刻的生命體驗之外，我們可以較
明顯地看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孫羽
中 在其《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
價值建構》中，列舉出了一批與基督教關係
密切或有著不同程度關聯的中國現當代作
家，莫言是其中之一。

而早在 1995 年創作的《豐乳肥臀》中，
莫言就借鑒了基督教文化。莫言說：“我
對人類的前途滿懷著憂慮，我盼望自己的靈
魂能够得到救贖。”“我希望用自己的書表
現出一種尋求救贖的意識。”從中可以看出
救贖意識是那篇小說非常重要的寫作動機。 
莫言《豐乳肥臀》的創作明顯受到了基督教
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滲透在其創作過程中
的主體意識裏。他的故鄉高密東北鄉是基督
教種子最早在近代中國生根發芽的地方之
一，而莫言在進行《豐乳肥臀》的創作時，
除了去過二次教堂，其它時間連大門都沒邁
出過，可見這兩次教堂經歷直接影響著作家
的創作。

莫言在一次演講時坦言：“在創作《豐
乳肥臀》時，我去過兩次教堂。小說中的上
官金童也去過兩次教堂，在他走投無路時，
投向了上帝的懷抱。” 在這部嚴肅的作品
中，故事文本構思、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命
運安排等方面，我們都可找到相對應且又非
常隱秘的基督教思想。其中最明顯的表現，
一是《豐乳肥臀》的故事叙述模式暗合了從
“原罪”走向“救贖”的《聖經》之內在結
構；二是作家塑造的偉大母親形象蘊含了基
督教之平等博愛、犧牲救世精神。

莫言把《豐乳肥臀》奉爲“我的‘東北
高密鄉’的‘聖經’。” 基督是爲了拯救
有罪的世人而被釘上十字架的，十字架是犧
牲自我拯救民衆精神的象徵。莫言在《豐乳
肥臀》中刻畫的母親同樣是具有基督的犧牲
精神的救世者形象。 母親一生生育了七個
女兒和一個兒子，每一個孩子的出生，都浸
透了母親的泪水和血水。每一個孩子的生命
逝去，也流盡了母親的泪水和血水。

在上官金童遭受苦難時，母親勸勉他
說：“金童，還是那句老話，越是苦，越要
咬著牙活下去，馬洛亞牧師說，厚厚的一本
《聖經》，翻來覆去說的就是這個。” 母
親的一生都拼命掙扎在死裏求生的道路上，
她不僅要讓自己活，更是要讓家人活下去。
爲了保護和拯救她的兒女，她將自己的生死
置之度外，那份奮不顧身的勇敢正是基督犧
牲救世精神的集中體現。 莫言詩意地贊美
著母親身上這種契合基督教的博愛寬恕、犧
牲拯救的精神，飽含著其自身的血與泪的心
痛和憐憫，體現了作家對終極人生和人類命
運的關注和思索。

（文載自《晨修晚禱》）

◎邱顯正（中華福音神學院宣教中心主任）

難以置信幾乎所有的華裔諾獎
得主都受到了基督信仰的影

住在黎巴嫩的推羅教會招待所期間，我

認識了一位敘利亞難民，名叫司提反（化

名）。他的長相和一般中東人不一樣，很斯

文，皮膚比較白，身材也比較纖細，英文比

一般中東人好些，但仍然有敘利亞的口音。

穆罕默德牧師讓他負責招待所和教會的清

潔，也幫忙一些雜務，以工代賑，讓他免費

住在招待所。

異鄉尋母  如大海撈針

某日清晨，我請司提反到附近的早餐店

一起用餐。在他所熟悉的敘利亞食物、捲

餅、中東 Pizza 和咖啡的味道飄送中，還有

早餐店老闆回答顧客點餐的吆喝聲襯托下，

我細細地聽著司提反坎坷的身世。

司提反的父親是敘利亞人，在德國留學

的時候，認識了他的母親，一位德國小姐。

很可惜，因為文化跟信仰的差異，生下司提

反不久，他們就離婚了。爸爸帶著司提反回

到敘利亞，又再婚，但是對那段跨國婚姻絕

口不提，以至於司提反連拼湊母親的樣貌都

不可能。沒有照片、沒有聲音，他的母親彷

彿在人間蒸發。

司提反的外表，讓他在求學階段飽受揶

揄。他的繼母、敘利亞的親戚，難免也會

對他冷眼相待，好像他的外表就是羞辱的記

號。雖然他學了法律、也學了電腦操作，但

在敘利亞找不到歸屬感的他，也就趁內戰爆

發期間逃離了祖國，來到黎巴嫩。

司提反人生地不熟，護照也過期，他多

次到德國大使館打聽母親的下落，希望能夠

用難民的身分，到德國與素未謀面

的母親團圓。使館的人員很樂意幫

忙，但是第一個問題，司提反就答

不上來了。

「你媽媽叫什麼名字？」

「她住在哪裡？」

「她長什麼樣子，有什麼特

徵？」

一連串的問題，司提反一個也

答不上來。父親絕口不提德國的事

情，如今又在內戰中喪生，他唯一的線索

就是從自己的生日推算，「我爸爸可能是

1990 年在德國留學，如果 1992 年跟媽媽結

婚，隔年馬上生了我，我三個月大就被爸爸

帶回敘利亞……。」

我看著他臉上勉強擠出無奈的笑容，猜

想得出，德國大使館肯定是對這個「大海撈

針」的案例愛莫能助。不知道 DNA 鑑定幫

不幫得上忙？

被耶穌尋回的夏甲後裔

後來，司提反輾轉到了推羅城的難民

營，聽說有一位穆罕默德牧師，每週末都會

用四部大型巴士，載難民去教會聽福音，還

有得吃，他毫不猶豫地上了車。

那一天，司提反聽到講員以阿拉伯語傳

講福音，引用的是詩篇廿七篇 9-10 節：「不

要向我掩面，不要發怒趕逐僕人，你向來是

幫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丟掉我，也不

要離棄我！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

我。」司提反止不住心中的震撼，在上帝面

前大哭了一場。

「在這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創世記十六章 13 節）司提反彷彿當年被

主母趕出家門的夏甲，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

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對她說：「撒萊

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創世記十六章 8 節）這位擁有一半以實瑪

利血統的夏甲的後裔，在推羅城被耶穌尋了

回來。

但下一步如何走，司提反也不知道，至

少現在有個棲身之處，他也樂意幫助穆罕默

德牧師做接待的工作。

在為數兩百萬、寄居在黎巴嫩的敘利亞

難民當中，司提反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一位，

有著這麼特殊的身世以及坎坷的遭遇。

早餐結束後，他感激的說：「謝謝你傾

聽我的故事，我覺得基督徒很有愛心，又很

有耐心。」而我只能衷心為他禱告，祝福他

能早日與母親團圓，取得德國的身分，開始

下一段精彩的人生。也祝福穆罕默德牧師的

工作，讓敘利亞難民都能化苦難為祝福，早

日回到天父的家。

穆罕默德牧師每週末以四台大巴士載送

難民來教會。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宣教腳蹤》司提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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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覺，在無常多變的人事因緣裡，想

自度度人者，一方面要能自己安住自

己；二方面，要能隨順因緣，善用因

緣。不論我們是生長在什麼時代，其

實人的問題，大致上基本相同，離不開

貪瞋癡。從自度的立場講，不管環境是

順是逆，我們都要自淨其意，讓身心安

住在慈悲喜捨中；從度他的立場講，不

管來者是善是惡，全部都是我們要結緣

度化的對象。有了這些心理基礎，人在

向前奮鬥時，才不會覺得心力薄弱，茫

無目標。

其實人生的光陰非常短暫，百年三

萬六千日，一眨眼，就會過去。印光大

師曾在一個大「死」字的下面寫注說：

「學道之人，若念念不忘此字，則道業

可成。」可能是小時受此開示的影響，

我也經常作「死」觀。每當得意時，一

作死觀，傲氣自消；每當執著時，一作

「死」觀，馬上放下。其實觀死不是怕

死，觀死乃是警策自己，要活在當下，

珍惜人生，廣結善緣，消除我執。不管

壽命是長是短，不論生活在什麼時代，

我覺得有些處世態度是應該要培養的：

一、莫著一時  要顧一世

人在情緒激動時，心在計較不安

時，我們常常會把全部的注意力，放

在眼前的得失上，忘記了我們這一輩子

要努力完成的目標。在如理思惟時、在

心情平靜時，人人都知道對人要慈悲寬

容，要隨喜布施，可是一旦人事不順己

意，凡夫之惡習，就會爆發出來，令人

無住法中

宏意

失控。因此每逢遇到障礙，最佳的處理

方法，就是先靜心一分鐘，再默默地問

自己：我是要過安樂的日子？還是要過

苦惱的日子？我是要開展安樂的人生？

還是要開展苦惱的人生？當然，只要能

如理思惟，心情就會平和下來，回復正

軌。只有習性頑固者，才會逞一時之

快，毀功德之林，令人生一直在煩惱

苦海中打轉，難以出離。

二、勿輕小善  珍惜機緣

凡有志者，人人都想立功立業，光

輝生命。但是假如我們不懂得珍惜機

緣，從小處著手，一味地好大喜功，

貪著成就，可能一輩子都很難成就。

從人性的弱點上講，我們的潛意識

中，或多或少，都會希望一切自然，樣

樣現成。即使要勞，也最好是少勞多

獲。若其不然，則一定要有勞有獲，或

一勞永獲。有的人平時不隨時結緣；有

的人不輕易給人方便；有的人不了解為

善是積沙成塔，等有事時，才臨時抱佛

腳，那是非常不智的。

人生的成就，實際上是從每個過

程中，點滴累積起來的。外在的工程

建設是如此，內在的修行功夫，更是

如此。在每日的生活中，不管是處理

大事小事，我們的起心動念，一舉一

動，步步都在為自己累積未來的資糧。

因此，《法句經》云：「莫輕小善，以

為無福，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小善不

積，無以成聖。莫輕小惡，以為無罪，

小惡所積，足以滅身。」

三、不求留名  但求積福

俗語說：人死留名。其實我的看

法是，留名不如留德。人在有限的壽

命中，人人都一直期望自己能永遠活

著；明知有一天會死亡，但我們不感覺

自己真的會死。在家者生兒育女，其實

就是希望傳自己的宗，接自己的代，將

這個「我」，調整一下，轉為「我的」

，延續下去。我們出家人，沒有家庭，

假如心有執著，也會假借名字，希望自

己留名千古。其實這幾十年來，仔細觀

察後，我發現一般大眾都很善忘，即使

是在同一代中，幾年不提，我們就會將

往生者的名字忘掉。因此，我們的名

字，確實是個「假名」，它會隨著因

緣出現，也會隨著因緣消失。

名字雖然是假，但如果我們能在日

常生活中積善積德，其因果作用，却是

絲毫不爽。由是之故，與其去沽名釣

譽，不如老老實實廣結善緣，廣積福

德。在歷史的記錄中，我們也看到，尚

能給人記憶的，一是大奸大惡者，一是

有德有智者。正因為善惡業力，對人、

對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寫歷史者，才會

貶惡揚善，令人警愓。

在現實的人生旅途中，可能每個人

都已經體會到，人與人的相識，完全是

憑藉一種緣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

否和諧，也是依賴彼此所結的善惡因緣

關係。當我們感覺與人有緣時，並不是

先去查什麼資料，作個研究，而是八識

田中的業力種子，自然呈現。因此，

我常說人生最大的財富就是人緣，善

緣俱足時，就是人生的最大福報。有

福德者，不僅今世安樂，後世也會繼

續安樂。

結語

我們修學佛法，不論研習什麼法

門，一是要學戒、學定、學慧；二是要

經常憶念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

我，涅槃寂靜。」能夠深入觀無常者，

就會漸漸除去我執；能證得無我者，必

定身心自在，煩惱止息，究竟安樂。

在無常的業力洪流中，如果我們隨

波逐流，不思出離，人生一定會放逸墮

落，引生苦惱。當一個人身陷逆境之

時，當煩惱事一波又一波的打到身上

時，我覺得逃避現實不是辦法，責怨

他人不是辦法，以惡止惡不是辦法，

最好的辦法，就是放開自己，放下執

著。當人心無所著時，一切問題會自動

消失。所謂心無掛礙，也就是不再以自

我為中心來思考事情。當人無我相、人

相、眾生相、壽者相時，自然也就不再

患得患失，可以自在地應對一切變化。

正如《金剛經》所說：「菩薩應離一切

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

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

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凡

有住著者，即會起煩惱，沒有執著時，

才是真安住。

隨著年齡環境的變化，人在現實生

活中，常常要更換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以應對實際的需要。譬如上學讀書時，

是學生身分，一但學成後，再回學校，

可能就會轉為他人的老師。人的一生，

本來就是生活在無常多變的因緣裡，原

無定相，若要勉強說自己是什麼身分，

是那一代人，那只是簡單的標示，沒有

太多實際意義。放眼看看，普天之下，

同職業，同身分，同年齡的人太多了，

裡面心性複雜，種類繁多，很難一一分

辨。即使是同父同母的雙胞胎，在同樣

的社會環境中長大，兩者的人生際遇，

也不可能一模一樣。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在世間裡，我們找不到兩個相同的

人，也無法重覆製造一模一樣的任何因

緣。從佛法的角度講，每個人的業力，

一直在主宰著人生的命運，而導引業力

的指揮者，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和

行為。

由於自己從小就在佛門中學習，如

實說，我對時代變化的感覺是比較遲鈍

的。在僧團中生活，僅從衣服上看，我

們根本不需要去趕什麼潮流，每天都在

簡單的習慣裡，以不變應萬變。一直到

深入佛法後，明白了行菩薩道的重要，

了解到佛法興衰，佛子有責時，我才開

始注意觀察佛教的現狀，以及社會的

種種現象，把自己與時代的變化，聯

繫起來，以期能為佛法、為眾生，作

些奉獻。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和思惟，我深

正知正念 活在當下

歡喜自在

這次七日禪修由開律法師主持帶

領，其主題是「正知正念、活在當下。

」意在讓每天奔波於生計的人們或者每

天忙忙碌碌的人們，放下外緣，觀照當

下，保持正知正念，以達到放鬆自在、

無罣礙的目的。

那麼什麼是正知和正念？保持正知

正念有什麼意義呢？

正知是正確地，完整地，平等地關

照所緣。而正念是保持安住及不忘當下

的所緣。當我們時刻保持正知正念，就

會有三摩地，進而會生起智慧。由此可

見正知正念的重要性。

為了讓學員能深刻理解和體會正知

正念，開律法師分別從理論和實踐兩方

面入手。

理論方面，法師給我們講解在《大

念處經》裡面，佛陀給予諸比丘的開

示，佛陀要求諸比丘不僅在行、住、

請問您在湖邊樹下禪坐過嗎？請問

您曾在晨曦中駐足而立感知大自然嗎？

請問您有過在可能有蛇出沒的草地上經

行的體驗嗎？請問您可曾在繁星滿天的

夜晚，躺在戶外，放鬆身心的經歷嗎？

這些體會，我們於今年9月22-28日在菩

提中心舉辦的七天禪修中都一一體驗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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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臥方面要如實了知，而且在「行

住或歸來時，以正知而行；前瞻或旁

觀時，以正知而行；屈伸肢體時，以

正知而行；著袈裟，持衣缽時，以正

知而行（這條對於我們在家眾就是穿衣

服，拿碗碟時，以正知而行）；飲食、

咀嚼、嘗味時，以正知而行；大小便利

時，以正知而行；於行、住、坐、臥、

醒、語、默時，亦以正知而行。」佛陀

又進一步開示：「唯有正念與覺照，無

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

」通過對經文的理解，我們明白其實正

知正念是應該保持在時時刻刻，分分秒

秒，當我們保持這種覺性，能如實知見

五蘊身心的生法、滅法、生滅法，就不

再有什麼貪著的事情了。

實踐方面，為了讓學員在放鬆心情

的狀態下體會正知正念，法師把我們帶

到戶外，先是慢步經行，在經行過程

中，我們能聽到小鳥的鳴叫，聞到淡

淡的草香，看到朵朵白雲，能感覺到

陣陣微風拂面；法師會隨時停下來，

佇足而立，慢慢體會；法師也會席地而

坐，或在柏油路上，或在湖邊樹下，或

在阿育王石柱旁，我們盤腿而坐，閉上

雙眼，專注於所緣，把自己融入於大自

然中；在皓月當空的夜晚，法師會讓我

們躺在戶外全身放鬆，他帶領我們做全

身掃描，讓我們跟著他的節奏了知自己

身體的每一部分，並且專注於此。這些

練習是為了讓我們了解和體會，當我們

的六根接觸六塵時，會起受，這時候要

了知它，而不作意它，同時要專注於所

緣，這時就是有正知正念了；如果長時

間保持這樣的覺性，就會對生滅法，對

無常觀有所體會。

記得有一天我在經行的時候，把所

緣放在腳上，一邊經行，一邊打開自己

的眼根、耳根、鼻根、身根，此時可

看、可聽、可聞、可觸，但不作意，這

時候我忽然體會到了法師說的亭子不是

亭子，樹不是樹的感覺；可以說那種感

覺非常殊勝。同時也解決了我一直百思

不得其解的問題：為什麼那些祖師大德

在遇到眾生有不良言行的時候，不起瞋

心？而我們凡夫是一定會起瞋心的呢？

是因為祖師大德在正念俱足的情形下，

這些言行不過是個畫面，他們看到的是

行為背後的「無明」，自然不會起心動

念，更不可能起瞋心。

另外，由於這次禪修有好多時間是

在大自然中，我們能更多地親近大自

然，體會大自然。大自然時而晴空萬

里，時而風雨交加，時而驕陽似火，

時而冰天雪地，我們對於大自然的這些

無常變化，可以不假思索，欣然接受；

反過來，我們對於生活中的悲歡離合，

潮起潮落卻不能坦然以對，為什麼？因

為我們的覺性還不夠，正念還不俱足，

那我們現在的修習，正是為了解決這些

問題。什麼時候，我們方能用坦然接受

大自然無常變化的心態，去面對生活中

的憂悲苦惱，順境逆境，我們的心就自

在了；同時也要明白無論事情的結果是

好還是不好，都不會長久，所以不必執

著。我們只需在因地上下功夫，只問耕

耘，不問收穫，不悔過去，不憂未來，

保持正念，活在當下，身心才能真正輕

鬆無礙。

七天的禪修很快結束了，其實它更

像一個生活禪，在舉手投足間，在行住

坐臥時，讓我們放鬆，讓我們自在，讓

我們感知，讓我們體悟。可見佛法無處

不在，無時不在，佛法也是活潑的，是

生動的，只要你保持正知正念，相信這

其中的法味你定會慢慢體會到的。

莫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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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花旗參茶福袋

>  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  四十多年信譽保證

> 地道原參絕無添加   >  參香濃純延年益壽

2019 新款

加碼
送好禮!

許氏各款參茶

隨意組合120袋

晶彩彈跳
 保溫瓶送

體面貼心 送完為止!

#1034 (20包) x 6盒 #1038 (40包) x 3盒 #1039 (60包) x 2盒

或或

＊每組裝120袋參茶福袋
即贈一款保溫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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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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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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