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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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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1.2019

1151

劉興坤  牙醫博士
Xingkun Liu, D.D.S, M.S., Ph.D.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主診牙醫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外科醫學博士
UT 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Nobel, Straumann 種植牙專家
Invisalign, Fastbraces 矯正認證牙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 U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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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館藏文物銅奔馬以館藏文物銅奔馬、、蛙紋罐蛙紋罐、、銅馬車等為原型的創意銅馬車等為原型的創意
““文物咖啡文物咖啡””亮相甘肅省博物館亮相甘肅省博物館。。

倫敦動物員開展年度倫敦動物員開展年度““人口人口””普查普查

探訪英國莫斯利沼澤地探訪英國莫斯利沼澤地 領略作家托爾金的童年家員領略作家托爾金的童年家員

英國伯明翰英國伯明翰，，莫斯利沼澤地是伯明翰莫斯利地區的壹個自然保莫斯利沼澤地是伯明翰莫斯利地區的壹個自然保
護區護區，，這裏靠近作家托爾金的童年家園這裏靠近作家托爾金的童年家園。。人們相信這是托爾金在其人們相信這是托爾金在其
書書《《指環王指環王》》和和《《霍比特人霍比特人》》中的古森林的靈感來源中的古森林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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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抵扣個稅卻被房東威脅漲租金
房租要被推漲？

“房東，我的租金要抵扣個稅。”

“如果妳抵扣個稅的話，那我就要漲房

租。”

進入2019年，新個稅法實施，住房

租金等6項支出可以抵扣個稅了，這本

是壹件給居民減負的好事，但誰料到，

卻引發了房東、租客和中介的博弈，也

引發了推漲房租的擔憂。

租金抵扣個稅被房東威脅漲房租
根據新規，在北京租房的小張可以

稅前扣除1500元，在單位下發個稅專項

附加扣除信息表後，想到每月收入可以

增加點錢，她便準備填表。

按照信息表，要享受住房租金專項

附加扣除，需要填報主要工作城市、租

賃住房坐落地址、出租人姓名及身份證

件類型和號碼，或者出租方單位名稱及

納稅人識別號（社會統壹信用代碼）、

租賃起止時間等信息。

但房東知道這個消息後，卻給小

張潑了壹盆冷水。“如果妳申報租金

扣除，稅務局找我收稅的話，我會把

錢加到房租上，目前房租是不含稅的

價格。”

小張的遭遇並非個例。很多網友在

社交媒體上反映，自己向房東索要其身

份信息，但遭到拒絕，房東以提交信息

後可能被征稅為由，規勸租客不要申報

個稅租金扣除，甚至有房東還表示如果

進行扣除就要租客退房。

壹邊是個稅可能抵扣幾十塊，另

壹邊是房租可能上漲幾百塊，權衡之

下，很多租客為了避免與房東鬧僵而

被掃地出門，被迫選擇不再申報租金

支出扣除，無法享受到國家發放的個稅

減稅紅包。

自如客們申報扣除也遭遇困擾
對於租住自如的租客來說，他們

想享受租金個稅抵扣，也遭遇了壹番

波折。

1月4日，媒體報道自如讓租客申報

個稅房租抵扣時不填“組織”而填“房

東個人”，自如管家的理由是：自如只

是受業主委托代為管理，屬於第三方，

不是出租方。

分析稱，這可以起到避稅的作用。

“這對於已經擁有200萬租客，年租金

收入超過10億的自如而言，能省下壹筆

不菲的稅費支出。”

不過，1月4日晚，自如表示，填報

個稅住房租金專項扣除可選擇“組織”，

填寫相應公司信息。自如客服表示，為

了更加順利地完成住房租金抵扣個稅申

報，租客可根據與自如簽訂的租賃合同，

選擇相應公司進行申報。

壹位自如客抱怨：“本來我填了出

租人是合同甲方自如，結果管家說應該

填房主，費了半天勁改成房主，結果就

在剛剛又告訴讓改成自如。都啥時候了，

還能改嗎？妳們是耍租客呢？”

房東們的擔憂真的成立嗎？
房租的專項附加扣除，壹頭連著租

客，壹頭連著房東，中間可能還有房產

中介。

對於租客來說，最關心的是抵扣能

省下多少錢。而對於房主來說，最為關

心的就是租客申報的信息將來會不會成

為向房東征稅的專項線索。

“房東擔心後續的稅費問題會轉嫁

到自己身上，所以缺乏配合租客去抵扣

的積極性。”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

總監嚴躍進說。

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首席分析師張

波說，首先，按照目前個稅法的規定，

房東收取的房租收入要按照財產租賃所

得繳納個稅，這個和房客是否需要抵扣

沒有直接關系，其次，房東也有義務協

助房客完成房租個稅的抵扣，以擔心被

稅務局追繳稅費的理由來阻撓房客抵扣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中國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逸楓

表示，住房租金抵扣個稅，的確很有多

房東因為擔心稅務局追繳稅費而通過漲

房租的形式來彌補，這相當於把稅費的

損失轉嫁到租金裏面，這樣租客反而會

承擔更多的租金帶來的生活與經濟

壓力。

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學術委員、

理事汪蔚青表示，在申報租金扣除

時，新規只是要求留存房租合同等備

查，並沒有要求提供完稅發票和付款

記錄，本身政策已經考慮很周到，釋

放了最大的制度善意，就是為了方便

租客能順利享受到租金扣除，但很多

房東借機威脅漲房租，對於這種行為

可以根據租賃合同條款的約定來主張

自己的權利，也可以直接向稅務部門

舉報。

個人出租住房納稅真的很高嗎？
很多房主也被壹些網絡文章提到的

高額計稅數字嚇住了，更不願意去配合

租客申報住房租金扣除。

在近日刷屏的壹篇文章中，有房東

算了壹筆賬：妳拿我的信息去申報個稅

抵扣，過不了幾天稅務部門就會通知我

去開發票，單房產稅壹項就需要交納

360元（全額租金3000元乘12%），這還

沒算增值稅和附加稅等！妳申請住房租

金專項附加扣除能省100元，我至少要

墊進去500元。

那麽，個人出租住房真的繳稅很高

嗎？到底要繳多少稅呢？

張波介紹，個人出租住房需要繳納

的稅目非常多，包括增值稅、房產稅、

個人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

附加等。壹般來說，稅務部門為了簡化

計算，會設定壹個綜合稅率。不同省市

和地區的差異較大，有的省市個人出租

房屋稅收綜合征收率低至4%。

汪蔚青表示，很多地區對於個人出

租住房按壹個較低的綜合稅率簡易征收

房租的稅金。比如北京和上海，壹般是

按照房租的5%綜合稅率來征收。

也就是說，假如北京壹個房東出租

住房，每月房租收入3000元，按照5%綜

合征收稅率，實際繳納稅款只有 150

元，納稅數額遠沒有網絡文章中計算的

那麽高。

租金抵扣最高每月可省675元個稅
根據租房城市不同，住房租金扣除

標準分為 1500 元、1100 元、800 元三

檔。如果是直轄市、省會（首府）城市、

計劃單列市以及國務院確定的其他城

市，每月扣除1500元。

除以上城市外，市轄區戶籍人口超

過100萬人的城市，則每月扣除1100元；

市轄區戶籍人口不超過100萬人（含）

的城市，則每月扣除800元。

舉個例子，在北京租房，租金3000

元，扣除三險壹金後月薪1萬元，在個

稅起征點為5000元情況下，沒有專項附加

扣除，每月需繳納個稅（10000-5000）×

10%-速算扣除數210元=290元。

在享受到1500元的住房租金扣除後，

每月繳納個稅降至（10000-5000-1500）×

10%-速算扣除數210元=140元，也就是每

個月增加150元到手收入。

根據按月換算後的綜合所得稅率

表，如果妳是北上廣深租房，也就是

享受 1500元扣除，那麽最低每月可省

下個稅 45 元，最高可省下 675 元。也

就是工資越高，租房抵扣減少的個稅

越多。

如何讓租客順利享受租金抵扣？

嚴躍進表示，後續建議針對此類問題

繼續觀察，若是房東不願意配合租客抵扣

稅費，估計稅務部門還需要提供壹些比較

簡便的操作辦法，即簡化流程。同時後續

租賃市場發展中機構類房源租賃會增多，

這個是可以回避房東不配合的尷尬。

張波認為，目前國內的確存在對於

個人房源出租監管的漏洞，對個人出租

房源查收稅款的難度也較大，這就在壹

定程度上造成了許多出租房並沒有繳納

相應稅費，也需要建立和健全對於租金

個稅繳納的監管制度。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

其實過去很多房東偷稅漏稅，從長期

看，出租房交稅是必然的。

易居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表示，中

國的個人房東沒有納稅習慣，也不會進

行租賃合同的登記備案，這存在歷史的

原因。租房抵扣個稅，應該讓租戶是從

中受益的，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相關

部門可以考慮有壹個過渡期的安排。

他還建議，可考慮與正在推進的房

地產稅立法進行銜接，比如同樣征收房

地產稅，個人房東出租房屋如果去備案

和繳稅的話，可以酌情讓他們少交壹

點，要給予壹些優惠措施，鼓勵這些房

東願意去租賃合同備案，但這是壹個很

慢的推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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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
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
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
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
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主題： 再簽法案 美國要定期賣武器
給臺灣。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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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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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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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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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第29輪比賽繼續進行，其中郭艾倫
得到33分，帶領遼寧以123：95輕取浙江
稠州銀行，拿下遼寧男籃常規賽歷史上
最長的18連勝紀錄。至於山東隊則有
六位球員得分上雙，以117：89戰
勝福建隊，終止兩連敗。

近來勢頭正盛的遼寧此役
面對浙江，開場後他們先發
制人，哈德森和韓德君裡突
外投壓制對手，首節以

32：20領先對手12分。次節比賽，浙江隊外援
布蘭登保羅開啟得分模式，單節得到14分，不過
是晚郭艾倫表現搶眼，上半場7投全中、砍下20
分，遼寧隊以62：42領先浙江隊進入下半場。

易邊後浙江隊拿遼寧沒有太多辦法，最終遼
寧隊以123：95戰勝對手。從本季第12輪到本輪
的18連勝也創造了遼寧男籃CBA常規賽最長連
勝紀錄。另一方面，山東隊上輪客場潰敗後，此
役迅速進入狀態，以35：21領先結束首節。次節
山東隊多次發起進攻狂潮，一度領先25分，福建

努力追分，上半場山東隊57：44領先。渴望勝利
的山東隊在易邊後遭遇挑戰，福建隊第三節一開
始把分差縮小到個位數，隨後兩隊飆起了三分
球，山東隊以96：66的巨大優勢進入末節，並最
終輕鬆獲勝。
在其他比賽中，南京同曦84：90負於龍獅，

北京北控97：110負於吉林九台農商行，廣東宏
遠142：105勝江蘇肯帝亞，青島國信雙星98：91
勝八一南昌，上海東方92：104負於北京首鋼。

■新華社

歷時三天的2018至2019賽季中國大
學生3×3籃球聯賽總決賽在北京落下帷
幕。中國民航大學、華僑大學和清華大
學分別摘得三個組別的冠軍。

本季中國大學生3×3籃球聯賽在賽制
和活動設置方面均進行了升級，賽事已發展
至20座城市，覆蓋200所大學，參賽球隊
由上賽季的10,000支增至15,000支，直接
參賽人數多達90,000人。與此同時，“最
強球王”、“城市宣言”、“城市圖騰”、
“籃球寶貝”等衍生活動也受到歡迎。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李穎川、
教育部學生體育協會聯合秘書處秘書長

薛彥青、中國籃協主席姚明也來到現
場。最終中國民航大學隊獲得男子高水
平組全國冠軍，華僑大學隊拿到男子公
開組全國冠軍，女子組全國冠軍則被清
華大學收入囊中。

值得一提的是，總決賽期間，主辦
方每晚都設計了一場極具娛樂性的活
動，在“全明星之夜”上，前NBA球星
馬貝利、巴特爾也現身與球迷互動。

本次比賽由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主
辦，康湃思（北京）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協辦，國泰慧眾（北京）體育發展有限
公司獨家運營。 ■新華社

CBA 遼寧創連勝紀錄

中國大學生3×3籃聯總決賽落幕

■■遼寧球員高遼寧球員高
詩岩詩岩（（右右））在在
比賽中帶球進比賽中帶球進
攻攻。。 新華社新華社

■■山東隊球員張春軍山東隊球員張春軍（（左二左二））在在
比賽中爭球比賽中爭球。。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右一）為女子組全國冠軍清華大學隊
頒獎。 新華社

國足反勝國足反勝
亞洲盃分組賽旗開得勝

中國國家足球隊7日晚在2019亞洲

盃C組首場分組賽旗開得勝，憑藉于大

寶及蒿俊閔兩名後備上陣球員直接間接

建功，扭轉半場落後0：1的劣勢，以

2：1反勝吉爾吉斯。

■■中國球迷在比賽前為愛隊助威。
新華社

■■中國隊主教練納中國隊主教練納
比比（（左左））在場邊指在場邊指
揮揮。。 新華社新華社

吉爾吉斯吉爾吉斯
相比4年前澳洲那一屆，國足

每場平均有15,000名球迷
觀戰，今屆賽事由阿聯酋做東，但7
日晚謝赫哈利法國際體育場現場觀眾
卻寥寥可數。缺少了大批支持者吶喊助
威，國足上半場表現也沒精打采，42分鐘
更因防守界外球時解圍不清脆，被對手的伊
斯拉伊洛夫禁區頂大腳抽入而先失守。

半場落後一球
主帥納比在這場國足揭幕戰以隊長馮瀟霆及

石柯鎖守中路防線，但多次被對手打穿，若非吉
爾吉斯把握不到，失球數字肯定不只一球。武磊
則移前任正前鋒，可惜起腳次數不多，未能製造
真正威脅。上半場雙方互有攻守，吉爾吉斯稍
為佔據主動，但郜林17分鐘利用身體質素先
找到射門機會，然而起腳太慢被對手閂
走。27分鐘吉爾吉斯也有黃金機會，穆
爾扎耶夫第一時間送球入禁區，盧克
斯單刀面對門將一射卻一飛沖天。

國足在上半場中段已作出調動，24分鐘換入于大
寶加強前場壓力，他在31分鐘獲郜林一記美妙傳
球，可惜起步稍慢未能起腳埋門，最終目送皮球
溜出界外。戰至42分鐘國足更遭伊斯拉伊洛夫射
破大門，半場落後吉爾吉斯0：1。

納比調動奏效
納比換邊後不敢怠慢，立即以蒿俊閔換走石

柯，只比賽了5分鐘便有意外收穫。蒿俊閔大腳
開出右路角球導致門前混亂，對方門將馬佳什在
沒人干擾下，竟然雙手將從高掉落的皮球撲入自
己網窩，國足便憑這個幸運入球追平1：1。之後
國足漸漸控制戰局，70分鐘先有武磊近門頭攻貼
楣而出，8分鐘後終於再藉馬佳什出迎失誤，由
于大寶快一步截得皮球並送入空門，以2：1反敗
為勝。

國足有驚無險全取3分後，周五將受到菲律
賓挑戰，若能再下一城，出線機會便高唱入雲。
國足在C組最後一個對手為韓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國足守將吳曦國足守將吳曦（（1515號號））與吉爾吉斯球員作爭奪與吉爾吉斯球員作爭奪。。美聯社美聯社

郎
平
出
任
中
國
奧
委
會
委
員

中國奧委會2018年全會早前在北京召開，並審議通過了中
國奧委會人事變更提案。其中國際奧委會委員、中國速度滑冰
唯一的奧運金牌獲得者張虹任中國奧委會執委；中國女排主教
練郎平，以及中國滑冰協會主席、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李琰
任中國奧委會委員。

在今次中國奧委會執委的名單上除了張虹，中國首枚冬
奧會金牌得主楊揚、五面奧運金牌得主吳敏霞、兩屆奧運跆
拳道冠軍吳靜鈺等均保留在執委的名單之內。而在中國奧
委會委員名單中，除增加了郎平教練，前中國女足名將
孫雯，中國花樣滑冰協會主席申雪，中國籃球協會主
席姚明、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原中國射擊隊總教練
王義夫、中國花滑隊主教練趙宏博等亦在名單之
內。

此外，這次會議也為遞補獲得倫敦奧運銅
牌的鏈球運動員張文秀頒發獎牌；並向
首鋼集團頒發了國際奧委會“奧林匹
克主義在行動”年度獎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郎平獲選為中國奧郎平獲選為中國奧
委會委員委會委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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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續跌油價續跌 預計二月中旬將反彈預計二月中旬將反彈
（本報訊）休斯頓的油價再次下跌，根據一

家追踪油價趨勢的網站 GasBuddy 的調查，休斯
頓油價為每加侖1.87美元。但專家表示，駕駛人
享受低油價的時間或許不會持續太久，二月中旬
之後油價就有可能持續反彈。

目前休斯頓當地油價比一年前同期要低0.34
美元，比一個月之前低0.19美元。全美的油價每
加侖為2.22美元，比上個月下跌了0.19美元，比

一年前的同期每加侖降低0.26美元。專家表示，
儘管上週的油價有短暫的上升，但是油價的整體
趨勢仍然維持在低位，因此，在二月中旬之前，
駕駛人仍然可以盡可能利用低油價帶來的便利。

預計，五月中，每加侖油價將有可能增加一
美元左右，全美的油價每加侖有望超過3美元，
未來隨著世界石油產量的削減，原油價格呈現整
體增長的趨勢。

（本報訊 ）（本報訊）上週日，四名
青少年在休斯頓一家汽車銷售點CarMax進行惡
意破壞，結果造成價值80萬美元的車輛備損，警
方目前已經將四名青少年抓獲，這家位於16100
block of the North Freeway的CarMax汽車銷售點
當天正是關閉時間，四名青少年進入停車場，對
一些車輛進行了肆意毀壞，被損的車輛包括
Porsche sports coupe, a Dodge Challenger 以 及

Ford Mustang，同時，這些涉案人員偷竊到車輛
的鑰匙，並在停車場內駕駛，並導致一共20輛汽
車被碰撞。

這四名青少年被監控錄像全程錄下，並有警
方展開調查，迅速抓獲了還沒有離開停車場的四
位青少年。目前這四人已被指控一級犯罪，並被
押解至哈瑞斯郡青少年拘留中心。由於是青少年
犯罪，警方尚沒有公開他們的個人信息。

（本報訊）外國傳媒報道，再有指標預示，美國股市經歷2018年第4季黑暗的一季後，有
機會短期內反彈一成。信號來自俗稱'黑天鵝指數'的偏斜指數（CBOE Skew Index），該指數
於上週五（1月4日）大幅回落至111.44點，為2014年10月以來最低，該水平亦是2009年4月
及7月的低位。

往績顯示，如此低的水平預示著未來30日股市或平安度過，即市場人士預期直至2月初
仍是安全，並隨時上演較大型的反彈浪。事實上，無論是2014年10月、抑或2009年4月及7

月，均是標指打底階段，之後數月內反彈幅度皆達一成以上，纔再出現調整。若往績正確，
美股或許會實現‘一月效應’。
CBOE Skew Index是用來量度投資者買入認沽期權的活躍程度，亦被稱為'黑天鵝指數'，反映
市場人士對不能預見的波動風險作出評估，通常是未來30日，該指數愈高就愈反映投資者情
緒緊張；反之亦然。

黑天鵝指數創逾黑天鵝指數創逾44年最低年最低 美股或許會實現一月效應美股或許會實現一月效應

CarMaxCarMax偷車狂飆偷車狂飆 8080萬美元汽車被損萬美元汽車被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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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20182018年歲末感恩佛七年歲末感恩佛七

   《 

    七天之中，主七和尚的開示可分成二
大類：一，早齋午齋時的念佛修行要訣  
二，晚間《佛遺教經》詳解。早午齋開示
包括：在不規律中要想辦法安助身心，在
規律中則要準備應變，了知無常；多包容
少計較，多歡喜少憂愁；以四宏願為總願，
為眾生發願迴向；回向的意義和原理；先
意問訊，主動關心；求善知識，求善護念，
無如不忘正念。《佛遺教經》是佛陀臨入
涅槃時，為後世佛弟子所說的最後教法，
因此特稱為《佛遺教經》，分為修集世間
功德:誡邪業、誡放逸、誡煩惱，和成就出
世間功德:無求功德、知足功德、遠離功德、
精進功德、憶念功德、禪定功德、智慧功
德、畢竟功德。 
 
    今年的感恩佛七於31日下午圓滿，學
員們個個收穫豐富、彼此依依難捨。德州
佛教會定期舉辦不同念佛、禪修、講經、
慈善等活動，如果您對聽聞佛法如理修行
有興趣，請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3).歡歡喜喜隨息轉念: 念佛在佛教中是
禪修的另一種功夫，念佛三昧是透過念佛方便
以念止念，在呼吸步行中都要念佛。念佛可以
稱為強迫轉念，終止妄想。這幾天不僅在殿内
念，在殿外休時也要隨息隨步隨喜念佛，這個
法門在身心病痛求助無門時，是一個安心立命
之道。4).歡歡喜喜共住共修: 世上約有七十
多億人，一生能見到多少人? 能打招呼可以認
識的有多少人? 又有多少人能共聚共修，一起
用功? 這種緣分不可思議。故要彼此珍惜包容
照顧。自己的喜悅是靠自己創造，而不是靠別
人或外境給于。 
 
    佛七期間，作息緊湊合宜:每天早上5點打
板起床，5點50分上殿念佛早課，7點香雲堂早
齋，9點明心堂傳授八關齋戒，說戒、懺悔、
受戒、發願、起香念佛、繞佛、止靜。中午12
點午齋後養息，下午2點禮佛念佛繞佛直到5點。
5點到5點30小參，可向師父請教修行上的問題
或是報告自己的體驗。5點30分藥石或自修，
晚上7點由主七和尚開示《佛遺教經》，7點40
分最後一炷香時間，念佛繞佛止靜到晚上9點，
10點開大靜就寢。 

 2018 歲末感恩佛七 

     

    德州佛教會於2018年12月25日(星期二)
至12月31日(星期日)，假美洲菩提中心明心
堂舉辦《歲末感恩佛七》。這次佛七由本會
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主七，全程禁語，攝心念佛。
參加佛七的四眾弟子和義工約有70名，除了
休士頓本地的信眾之外，也有遠從外洲來參
加的居士。 
 
     25日報到當晚，宏師父在明心堂歡迎大
家，表示能在歲末相聚念佛，真是因緣殊勝，
希望往後數日大眾能 1).歡歡喜喜收攝身心: 
現代人的生活實在不輕鬆，因為科技的發明
如飛機，手機，汽車等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聯
繫，這些聯繫有時候不見的必須或有必要。
我們平常注意力多向外求，很少注意自己身
心，大家平日忙碌不要迷失了自己，這幾天
我們有機會放下萬緣，接觸自己，觀察自己，
希望能多了解自己。即今休去便休去，若待
了時無了時。2).歡歡喜喜念佛: 有時看大家
念佛面時無表情或是緊皺眉頭。念佛應該面
帶微笑，微笑時神經放鬆，心情也會放鬆。
念佛常被誤認為是老人家做的事，其實這種
修行方法也適合年輕人在工作之餘減壓之用。 

     

     3).歡歡喜喜隨息轉念: 念佛在佛教中是
禪修的另一種功夫，念佛三昧是透過念佛方便
以念止念，在呼吸步行中都要念佛。念佛可以
稱為強迫轉念，終止妄想。這幾天不僅在殿内
念，在殿外休時也要隨息隨步隨喜念佛，這個
法門在身心病痛求助無門時，是一個安心立命
之道。4).歡歡喜喜共住共修: 世上約有七十
多億人，一生能見到多少人? 能打招呼可以認
識的有多少人? 又有多少人能共聚共修，一起
用功? 這種緣分不可思議。故要彼此珍惜包容
照顧。自己的喜悅是靠自己創造，而不是靠別
人或外境給于。 
 
    佛七期間，作息緊湊合宜:每天早上5點打
板起床，5點50分上殿念佛早課，7點香雲堂早
齋，9點明心堂傳授八關齋戒，說戒、懺悔、
受戒、發願、起香念佛、繞佛、止靜。中午12
點午齋後養息，下午2點禮佛念佛繞佛直到5點。
5點到5點30小參，可向師父請教修行上的問題
或是報告自己的體驗。5點30分藥石或自修，
晚上7點由主七和尚開示《佛遺教經》，7點40
分最後一炷香時間，念佛繞佛止靜到晚上9點，
10點開大靜就寢。 

   《 

    七天之中，主七和尚的開示可分成二
大類：一，早齋午齋時的念佛修行要訣  
二，晚間《佛遺教經》詳解。早午齋開示
包括：在不規律中要想辦法安助身心，在
規律中則要準備應變，了知無常；多包容
少計較，多歡喜少憂愁；以四宏願為總願，
為眾生發願迴向；回向的意義和原理；先
意問訊，主動關心；求善知識，求善護念，
無如不忘正念。《佛遺教經》是佛陀臨入
涅槃時，為後世佛弟子所說的最後教法，
因此特稱為《佛遺教經》，分為修集世間
功德:誡邪業、誡放逸、誡煩惱，和成就出
世間功德:無求功德、知足功德、遠離功德、
精進功德、憶念功德、禪定功德、智慧功
德、畢竟功德。 
 
    今年的感恩佛七於31日下午圓滿，學
員們個個收穫豐富、彼此依依難捨。德州
佛教會定期舉辦不同念佛、禪修、講經、
慈善等活動，如果您對聽聞佛法如理修行
有興趣，請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2018 歲末感恩佛七 

     

    德州佛教會於2018年12月25日(星期二)
至12月31日(星期日)，假美洲菩提中心明心
堂舉辦《歲末感恩佛七》。這次佛七由本會
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主七，全程禁語，攝心念佛。
參加佛七的四眾弟子和義工約有70名，除了
休士頓本地的信眾之外，也有遠從外洲來參
加的居士。 
 
     25日報到當晚，宏師父在明心堂歡迎大
家，表示能在歲末相聚念佛，真是因緣殊勝，
希望往後數日大眾能 1).歡歡喜喜收攝身心: 
現代人的生活實在不輕鬆，因為科技的發明
如飛機，手機，汽車等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聯
繫，這些聯繫有時候不見的必須或有必要。
我們平常注意力多向外求，很少注意自己身
心，大家平日忙碌不要迷失了自己，這幾天
我們有機會放下萬緣，接觸自己，觀察自己，
希望能多了解自己。即今休去便休去，若待
了時無了時。2).歡歡喜喜念佛: 有時看大家
念佛面時無表情或是緊皺眉頭。念佛應該面
帶微笑，微笑時神經放鬆，心情也會放鬆。
念佛常被誤認為是老人家做的事，其實這種
修行方法也適合年輕人在工作之餘減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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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編譯/來源各大媒體】北京時間2019年1月3日上午
10時26分，中國宣布嫦娥四號探測器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的東
經177.6度、南緯45.5度附近的預選著陸區，並通過“鵲橋” 中
繼星傳回了世界第一張近距離拍攝的月背影像圖，揭開了古老月
背的神秘面紗。

這是全人類首次成功登陸月球背面。消息一公佈後，隨即收
到了美國 “同行” 的祝賀。美國宇航局（NASA）局長佈裡登
斯廷（Jim Bridenstine）在社交媒體發文稱，祝賀中國嫦娥四號
團隊，稱這是人類史上首次，更是一項 “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 X）CEO 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也第一時間留言 “祝賀（Congratulations）！”
美國時代網站則認為，中國人可以炫耀，也應該炫耀。但是中國
此番成就也得益於美國和俄羅斯政府的無能和低效。據悉，出於
安全考量，美國國會禁止美國航天局與中國航天部門進行雙邊太
空合作。

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稱，中國的探月車降落月球背面
被看作中國向太空超級大國邁出重要的一步。據英國廣播公司報
導，中國曾表示要在2030年成為太空強國，趕上俄羅斯和美國
，併計劃在2020年建造載人太空站。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

稱，雖然中國堅持
其太空計劃出於和
平的性質，但是美
國國防部指責中國
在努力實現在危機
發生時能阻止其他
國家利用太空設備
的能力。

英國 FT 中文網
1 月 3 日報導，中國
對嫦娥四號登錄月
球的報導非常低調
，沒有在國家電視
台進行直播。據分
析人士稱，這可能
反映出中美之間地緣政治緊張的加劇。美國越來越擔心中國日益
增長的航天實力。

《衛報》援引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級分析員戴維斯
（Malcolm Davis）的話說，嫦娥四號成功登月是一個 “值得誇
耀的成就”。但他也指出，“其中包含了許多地緣政治和太空政

治（因素），這不僅僅是科學探索，這關係到中國崛起成為超級
大國的問題”。

中國已經為此登月計劃做了許多年的準備。中國國家航天局
表示，嫦娥四號的著陸 “開啟了人類月球探測新篇章”。據
《人民日報》消息，此次任務實現了人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著陸
，首次月背與地球的中繼通信，開啟了人類月球探測新篇章。

英智庫英智庫：：美國仍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仍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普京普京：：俄羅斯尊重美國俄羅斯尊重美國

中國嫦娥奔月背中國嫦娥奔月背 美國宇航局長發聲美國宇航局長發聲：：人類史上首次人類史上首次

【泉深編輯/來源網絡媒體】英國新保守派智庫亨利•傑克
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星期五（1月4日）公佈了最新
全球地緣政治實力報告。報告說，儘管有關美國實力在衰退的說
法開始冒頭，從整體的地緣政治實力來說，美國依然是全球唯一
的超級大國，中國位居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俄羅
斯尊重美國。世界各國包括俄羅斯，都需要一個強大的美國。同
時，俄羅斯不希望美國干預其國內事務或試圖阻止歐盟與莫斯科
發展緊密的經濟聯繫。

報告用國家決心（政府功效、經濟決心、戰略決心以及利他
決心）、國家結構（經濟表現、技術力量、文化優勢）、國家工
具（軍事實力、外交制衡）和國家基礎（國家財富、人口結構、
國土面積和自給自足）等四大領域的多項指標對20國集團國家
以及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尼日利亞等21個國家進行了評估。

報告認為，一個超級大國必須擁有廣泛的國家基礎和巨大的
國家結構，並由此產生難以抵擋的國家工具，以及有決心在全球
各個地方投射力量並擴張自己的綜合利益。

報告認為，美國擁有 “全面的” 地緣政治實力，是唯一的
超級大國。報告說，美國擁有強大的國家基礎，並以此為基礎創
造財富，汲取資源和維持人力。而這樣的結構又令美國擁有令人
敬畏的國家工具。利用這樣的國家工具，美國在全球追逐利益。

但是，報告說，中國擁有差不多規模的國家基礎，且實力在
日漸增長，如果美國希望維持目前的領先地位，必須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要繼續努力經營自己的國家結構，並需要更大的國家決心
，特別是政府改革。

報告給美國的總分是100，遠遠高
於第二的英國（57.1）和中國（56.9）
。

報告特別強調，在軍事實力方面
，美國遙遙領先，無論是從巨大國防
預算、軍事力量的投射以及抵達全球
的能力方面來說，美國都超越了其他
國家。在軍事實力方面的得分，美國
仍然是 100。第二名是俄羅斯，29.64
分，英國為24.76分，排第三， 中國為
22.44， 排第四。

有意思的是，在 2017 年的報告中
，亨利•傑克遜協會認為中國在軍事
上還是個“侏儒”，但是在最新的報
告中，沒有這樣的提法。

報告把英國、中國和法國列為全
球性大國，次於美國。報告將全球性
大國定義為一個擁有相當大的國家基
礎和結構的國家，並以此產生相當的
工具並有決心選擇性地在全球投射力
量和擴張自己的利益。

在亨利•傑克遜協會的最新報告中，中國的排名與2017年
排名相比，有所進步。在舊的排行榜中，中國位列第四，在法國
之後。

報告說，中國擁有最多的人口，中國的國家基礎僅次於美國

。中國不但有潛力超越英國，而且也有可能名列前茅。但是也指
出，中國要赶超美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報告認為，中國缺乏文化優勢，也缺乏國家決心為維繫創造
性經濟提供既定的自由和有效的政府。未來一年，如果中國想邁
入超級大國俱樂部，中國將會面臨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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