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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全包價)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7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佛州、美国境内游

暑假親子游全面折扣高達12%
阿拉斯加遊輪/西雅圖星光火車/加拿大洛基山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希臘 北極光 非洲 中南美州 土耳其 馬爾代夫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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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高達
22%

$170 中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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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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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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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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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2019 /  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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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志工行列歡迎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志工行列

「喪訊」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與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上周六舉辦
《四海同春 華星閃耀 》--2019休斯敦新春嘉年華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本地著名國際級建築師
、 「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
所」主持人、 「世大國際
置業開發公司」董事長李
兆瓊先生令堂王春棠女士
，慟於昨天（2月15日）清
晨過世，距其生年1928 年2
月4日，享年91歲。

王春棠老太太，一生

從事教育，曾任
教於台北空軍子
弟學校與台北再
興小學。其兒女
皆學有所成，除

長子李兆瓊，為著名建築
師及萊斯大學風水課程教
授外，其他子女如李兆璿
、李兆琳亦活躍於休市僑
社多個領域。

王春棠老太太的公祭
儀式，訂於下周六（2月23
日）上午10:30 AM, 在永福
殯儀館（8514 Tybor Drive ,
Houston TX 77074)舉行。

（本報訊）2019年2月9日, 農曆新年
之際，”The Cure Starts Now” 在鳳城酒
家舉行慈善酒會。應其邀請，亞美舞蹈團
和亞美舞蹈學校成員在酒會上表演了三支
中國舞。精彩演出受到幾百名來賓的熱烈
喝彩。 ”The Cure Starts Now” 致力於兒

童癌症的研究與治療，並向貧困的患兒家
庭提供財務協助。亞美舞蹈團成員，在家
長的支持配合下積極參與慈善及各類社區
活動，團長葉繼瑩並帶領參與慈善捐款活
動， 為弘揚和傳播中國文化而努力。

(本報訊)對象：就讀11年級以上且於2019年11月30日前年
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之海外青年，並以英語為母語、能簡
單中文溝通、且適應團體生活者。

時間：2019年6月29日至7月27日
內容：第1週─英語教學訓練課程
第2、3週─前往偏遠地區國中、國小從事英語教學服務。
第4週─寶島名勝參訪

費用：自行負擔僑居地至臺灣之往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
度以上之醫療費用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及其他等費用

全程參與前3週服務並完成心得感言、無違反各項規定之學
員，將由主辦單位頒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自即日起至3月15日止。
線上報名網頁 https://teenage.ocac.gov.tw 將自2月15日開放

建立個人網路帳戶，報名表及相關資料，請送（寄）至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成績
單則另由學校直接寄至僑教中心。相關簡章及報名表件可至
(www.ocac.gov.tw) /僑生服務/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下載運用，
或洽僑教中心張小姐：713-789-4995分機113，電子郵箱：lor-
rainec@houstonocac.org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與亞洲協會
德州中心共同舉辦的《 四海同春 華星閃耀 》2019 休斯敦新春嘉年華
於上周六（2月9日，大年初五 ）中午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舉行。這
也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與亞協第三次舉辦的國際性文化活動。

當天的場
面十分壯觀，
在亞協的一樓
大廳,擠滿了前
來觀賞的中外
觀眾，他們擠
在各攤位前,津
津有味的觀看
各式展品。如
精彩的木雕，
在木頭上雕刻
出各種古裝人
物。還有當眾
寫揮春，吸引
了不少大人、

小孩圍觀。還有各色美麗花卉圖案的扇子及摺扇,令人愛不釋手----
新春嘉年華還通過學中國舞,玩手絹，剪窗花，寫書法，做賀卡，品茗
茶，嘗美食，有獎問答等趣味性的文化互動項目，讓在場的觀眾（多

為外國人）體驗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彩豐富。讓中國故事、中國聲音、
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當天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樓下的劇院有兩場精品文藝演出,以高水
準的節目和豐富多彩的形式節目吸引全場外人士的《印象中國》文藝
演出。讓觀眾在優雅多姿的舞蹈和民族樂器演奏的美妙樂聲中領略中
國各地風土人情和民族風貌。

當天演出最特殊的莫過於用三首金庸的電影主題曲改編的笛子合
奏《笑傲江湖》，配上武術新星王瑧真的劍舞，帶來視覺聽覺震撼的
武俠風。還有沙畫表演新秀Grace Zhang,根據家喻戶曉的梁祝故事與
小提琴共同演繹淒美悱惻的原創沙畫《化蝶》。原創現代芭蕾《雪 》
將中國古典扇舞與西方芭蕾語匯完美融合，傳遞飛雪迎春的美好祈福
。

另外，由一群小朋友表演的傘舞《國色 》在美麗的燈光塑造的氛
圍下，孩子們活潑乖巧，像五彩的花蕾競相綻放。其他如獲獎作品傣
族四人舞《 青樹》，和蒙古族獨舞《 盅碗舞 》都以鮮明的民族風格
，優美的舞姿，令人嘆服的技巧帶給觀眾難忘的美的感受。而中國駐
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更在節目之前登台致詞，向全場中外人士
致以佳節的問候。

亞美舞亞美舞蹈團和亞美舞蹈學校為兒童奉獻愛心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强民大使在節目演出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强民大使在節目演出
之前登台致詞之前登台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原創現代芭蕾原創現代芭蕾《《雪雪 》》將中國古典扇舞與西方將中國古典扇舞與西方
芭蕾完美融合芭蕾完美融合。（。（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亞美舞蹈團成員亞美舞蹈團成員，，在家長的支持配合下積極參與慈善在家長的支持配合下積極參與慈善
及各類社區活動及各類社區活動，，為弘揚和傳播中國文化而努力為弘揚和傳播中國文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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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9 年2月份會員通告

（本報訊） I. 2019 年第一季度 1、2、3 月
慶生會謹定於2月16日(星期六) 上午10:00到中
午1:0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為慶祝農曆新
春、元宵節和會員慶生將於會場為會員提供午

餐。並安排有精彩的歌唱和舞蹈表演節目。還
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壽星劵和非
壽星劵兩種。壽星劵可領取禮物一份。請憑有
效會員証於2月10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

點到十二點到僑教中心102室向義工登記領取入
場劵。慶生會當天憑票和會員証入場。2 月 10
日後恕不再分發入場劵。

II. 2019年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2 月 9日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換証的新舊會
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還沒有換証的會
員請盡早辦理。

III.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 2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僑教中心102室主題: 體
內環保好輕鬆。介紹:因著飲食和生活習慣的改
變，使我們身體累積了許多的負擔，讓我們藉
著飲食，運動和水療，做個體內大環保。示範:
居家水療法。

IV. iPad和 iPhone第III班: 將於2/20開班到
3/22。學習一般通用的應用軟件如書籤、桌面
和照片的分類、以及如何創立LINE帳號以及設
置和使用。如何加入新朋友與群組、訊息發送
、語音訊息、視訊通話、自訂表情、群組聊天
。讓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LINE內
多元功能做行銷。

每班人數有限、先到先得。收費35元。有興趣
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102室繳費報名。
V. 2019 年2 月23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2 月7
日, 星期四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收費30元。費用
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
票。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
退費。本會所舉辦的一日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8:45–下午 5:1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
上車。中午中式自助餐。參觀式各樣怪誕的樹
雕、以及參觀布萊恩博物館位於歷史悠久的
Galveston孤兒院，由於受到西班牙在該地區的
特別影響，布萊恩博物館為世界上最大擁有德
州和美國西部的收藏品之一。除了七個永久性
的畫廊外，還包括旋環特殊展覽，圖書館和檔
案館。擁有很多、有價值的歷史珍藏品。

VI. 1/22/2019 一日遊 Sam Houston 紀念博
物館

2019香港會館豬年春宴和麻雀大賽

國泰銀行推出新春定存優惠，與您歡慶豬年來臨
（本報訊）國泰銀行推出新春定存優惠，

即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以新資金開立十二個
月期的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盡享高達2.43%
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Yield），兼獲贈限
量版鍍金小豬一隻。

定存開戶金額為$10,000至$99,999.99的帳

戶可獲享2.38%年利率，而開戶金額$100,000或
以上的帳戶的年利率則為2.43%。要獲享優惠
年利率，定存帳戶最低結餘必需與開戶金額相
同。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提前取款會或可能
會被收取罰款。

每個合資格的帳戶及每個家庭僅限獲鍍金

小豬一隻；數量
有限，送完即止
。鍍金小豬之價
值會視為收入課

稅。國泰銀行將核發列明鍍金小豬價值（含稅
）的1099-INT表。上述年利率於2019 年1 月
18日起生效。優惠有條件及條款限制。國泰銀
行保留隨時終止優惠的權利。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是國泰萬通金控（納斯達克股票

代碼：CATY）的附屬公司，透過美國的九個
州以及香港分行及北京、上海和台北的代表處
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國泰銀行於 1962 年成
立，旨在支持洛杉磯不斷發展的華裔社群，在
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國泰銀行與客戶攜手擴張
和發展，向他們提供必需的工具和服務，助他
們實現目標。更多詳情，請瀏覽 cathaybank.
com。FDIC 保險保障範圍僅限於國泰銀行美
國國內分行的存款賬戶。

（本報訊）金豬獻瑞,翔有萬星, 富貴金豬賀
肥年。侯斯頓香港會館全體理監事向各位朋友
拜年, 希望各位 來年闔府快樂！豬籠入水！心
想事成！身體健康!

侯斯頓香港會館為慶祝豬年來臨定於二月
二十四日星期天，上午十一時假坐雨花齋
(1234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舉辦
每年之麻雀大賽, 入場費包括午餐和下午茶每
位十元。四方城高手，可趁此機會大顯身手，
說不定晉爵。冠亞季殿軍獎品有獎牌一個和 大
利是一封, 得獎者將予2019春宴時頒獎。

香港會館2019年春宴將會在三月三日星期
天下午六時半於珍寶海鮮酒家舉行。餐費如下:

特賓席(鑽石席) 每席一千元，每位一百元
名譽席 (金席) 每席五百八十元，每位五十

八元
貴賓席 (銀席) 每席四百八十元，每位四十

八元
上賓席 (銅席) 每席三百八十元，每位三十

八元
晚宴，當然是珍饈美味，貴賓大塊朵頤外

，同時有舞獅來助興，及香港會館會員演出趣
劇“金豬報喜迎新歲”。除了搞笑外，還提供
幸運抽獎，現金獎，和多首中英文歌曲給大家
欣賞。

敬請蒞臨，有興趣參加者，請致電

譚陳苑儀 Lisa Tam 281-788-7870
黎瓊芳 Connie Lai 713-480-9988
沈巧玲Anita Sham 832-788-3121
梁國堅 Peter Leung 832-860-0337
香港會館全體理監事敬邀
Hong Kong Associate will hold two events to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Year Of the Pig.
Mahjong Tournament
Date: Feb 24 (Sunday)
Time: 11:00 AM starting
Location: 雨花齋, 12345 Bellaire Blvd, 77072
Cost: $10 pp including lunch and afternoon

snack

Spring Gala
Date: Mar 3 (Sunday)
Time: 6:30 PM
Location: Ocean Palace Restaurant,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Cost: $1000/table to $380/table or $100/

Person to $38/person
Contact Person for RSVP
Lisa Tam 281-788-7870
Connie Lai 713-480-9988
Anita Sham 832-788-3121
Peter Leung 832-860-0337

李鴻源專欄：第二部 我們是這樣愛這片土地的嗎？（上）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國土利用不能再走捷徑
各種政治權衡與角力，早就讓國土傷痕累累。

對一個可能對土地造成無可彌補傷害的開發計畫，我們該用什麼標準來衡量？
最終還是應回到科學論證，政治判斷需要專業來支撐。
在土地的使用上，台灣似乎一直陷入相同的輪迴，就像滾輪上的小倉鼠，逃不出命運的鎖鍊。
為何我會有這麼深的感慨？
我還在省府服務時，一次正在興建中的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淹大水，國科會請我去現場進行了

解。
看完之後我跟當時負責協調的政務委員楊世緘說： 「科學園區建在這裡，不淹水才怪。」
一開始就做錯
位於台南縣善化、安定和新市交界的南科預定地，原本是塊甘蔗園，地勢低窪，每隔幾年就淹

一次，既容易淹水，更常面臨沒水可用。我很好奇為何會選在這裡，於是請同事去調閱會議紀錄。
這才發現早期在國科會開會時，台灣省水利局（省政府水利處前身）同事在會議中提出，這地

方既缺水又容易淹水，不適合蓋科學園區。這樣的發言，顯然違反國家重大政策，於是第二次開
會，會議通知不再發給水利局，而是直接點名自來水公司。

自來水公司派去與會的人說話很有 「技巧」，他說： 「假如水利局的水資源開發沒有問題，自
來水公司保證用水無虞。」但最後的會議紀錄中， 「假如」兩個字不見了，成為水公司保證用水無虞，
也順利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當時的政委楊世緘問我怎麼辦？他說，你是水利處長要解決問題。南科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是將土地
墊高，但我反對，因為那塊地本來就是善化、安定和新市間的滯洪池，一旦墊高，周邊鄉鎮會淹更慘，
根本是以鄰為壑。

後來省府建議採取治本的策略，除了在南科興建滯洪池之外，並做了三條排水渠道，鹽水溪排水、
大洲排水和新市排水，大致解決當地的淹水問題。但淹水工程可以解決，缺水，我卻毫無辦法
。

二○一三年，我在內政部長任內，再度到南部科學園區拜訪。南科已經是台灣的金雞母之一，卻還
是無法甩開缺水的陰影，因為南部水資源開發政策一再受阻。從最早的美濃水庫停擺，之後又提出高屏
溪越域引水計畫，從荖濃溪引水到曾文水庫，再透過管路把水輸送到高屏地區。但因為莫拉克風災之
後，引水隧道遭土石淹沒，越域引水計畫無疾而終。

但南科不斷成長，需水愈來愈孔急，這才讓我興起推動汙水回收再利用計畫（見第五章）。
這樣的場景不斷在發生，即使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還是抱著相同思維。最明顯的是二○○八年曾經

吵得沸沸揚揚的國光石化，我的態度不是反對興建，而是不贊成設在彰化大城。因為大城不但缺水，也
在地盤下陷區，國光石化一旦完工，一開始營運就要大量抽取地下水，會造成更快速的沉陷，屆時再有
神仙本事也救不了。

方向錯了，後天努力也無法彌補
台灣在土地的使用上，似乎永遠都在抄捷徑。如果一開始的方向是錯的，超出土地負荷量，後天用

再多的努力都彌補不了，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卻遠遠超乎你我的想像。
這讓我回想起在省府時代，令我非常驕傲的成績之一：集集攔河堰。那是一九九七年，我們興建南

幹渠和北幹渠，一部分供應彰化和雲林農田水利會做灌溉用水，一部分供應台塑六輕使用。還記得當年
我們有多驕傲，經營之神王永慶為此表揚水利處。他說，從沒看過一個政府單位，行政效率會超過台塑
企業。我是水利處長，這番話聽在耳裡，志得意滿自是不在話下。

但是物換星移、事過境遷，集集攔河堰供水將近二十年，帶來的後患卻是我們當初無法想像。濁水
溪的水源原本供應農民灌溉農田，現在卻多轉往六輕使用，其次是集集攔河堰的壩體造成濁水溪上游淤
積惡化，下游卻乾涸無水，以致每次起風揚塵，造成風吹沙效應，空氣汙染非常嚴重。

今天回頭想想，當時的我們都以為 「人定勝天」，若是再回到一九九七年，我會有更多思考，思考
這項工程帶來的是利大於弊，或是弊大於利，可能造成什麼後果，以及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承擔。

當然，六輕完工啟用後，帶動台灣經濟發展，但在發展的陰影下，我們也看到水資源分配受到影
響。濁水溪的河相、河川平衡和生態系統全都遭到破壞，尤其六輕因為填海造陸，阻斷了濁水溪南流的
沙源，加上突堤效應造成外傘頂洲漂移流失，沙洲逐漸萎縮消失，海浪更長趨直入侵蝕嘉義東石、布袋
沿岸。

國家到底是賺還是賠？
這筆帳算一算，國家到底是賺到，還是賠了？
面對一個站在國家高度認為必須存在，對土地卻可能造成無可彌補傷害的計畫，我們要如何明智對

待？要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做出明確的判斷？我認為最終還是要回到科學論證。政治雖是眾人之

事，但更需要專業支撐。
從省政府到進入行政院，我必須大膽地說，政府並沒有學到教訓。二○一一年，我到公共工程委員

會擔任主委，當時正是苗栗大埔案引發軒然大波之際。有次在週四的院會上，國科會（現為科技部）報
告說明大埔農民經過安撫，原則上沒有問題。這時，我舉起手。

我說，我是新來的，所以大埔事件的前因後果，我並不清楚。但我只想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到
底台灣需要多少個科學園區？每個縣市都需要一個科學園區嗎？」
說完後，整個院會現場一片沉默，沒有人有答案。我接著說，我們二、三十個部長坐在這裡，沒有人可
以說服自己，台灣需要多少個科學園區， 「我們憑什麼去圈地，以致造成一堆民怨？」因為不關我的業
務，我也只能點到為止。沒有科學論證，沒有專業支撐的政策，無法說服人民接受。我到內政部後，看
到這樣的政策矛盾仍不停在上演。

我上任後，看到內政部忙著解決兩大問題，第一是台北的高房價，讓年輕人和中低收入戶在台北沒
有辦法生存，在行政院的政策指示下，營建署忙著在大台北找地蓋合宜住宅（社會住宅），希望年輕人
在台北能有一席之地，住得起房。另一方面，我也看到當時還在內政部的社會司（現在衛福部）永遠在
忙著解決老人安養、隔代教養和新住民等議題，以及各式各樣因為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之下所衍生的新難
題。這看來是不相干的兩個問題，答案卻只有一個，因為人口過度集中到都會地區，尤其是大台北。日
據時代剛結束的大台北，人口只有一百萬，現在已經擴張到八百萬人。過去我在台北縣（現為新北市）
服務時，最常開的玩笑是台北縣的雲林人，比現在住在雲林的人還要多。因為人口過度集中，衍生出高
房價、交通壅塞、水汙染、空氣汙染，以及淹水、缺水等現象；鄉下卻見不到年輕人，只剩下老人和小
孩。

台北到底能住多少人
台北，既是人口集中區，也是政經中心，等同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中，這符合國家利益嗎？

光從物價、房價到生活環境、生活品質等等來看，台北都不應該塞這麼多人。更何況國家地震研究中心
傳遞給我一個驚人的訊息，一旦大台北發生規模六．二的中級地震，因為土壤液化，震度會擴大到規模
七，至少會倒掉四千戶老舊房屋。從歷史分析，台北上次發生大地震是在清康熙三十三年，距今早已超
過三百年，地底下累積能量相當驚人，隨時可能再來次大地震，引發房屋倒塌、氣爆火災等複合式災
難，屆時死傷將更為慘重。

我深深感受到，台灣不能再陷入如小倉鼠般的滾輪命運。現在，或許就是改變的契機。
台北，到底能住多少人？我給營建署一個明確的題目， 「如何明確使用這塊土地」。我要他們計算

台灣的土地容受力，不只是大台北，北、中、南、東各能容納多少人，還有工業區、精緻農業區、商業
區等應該擺在哪裡最適當，全都要弄清楚。

題目很明確，但營建署很為難。因為署內兩千多人，沒有人會算土地容受力。這其中牽涉幾項要
素，如營建署有沒有足夠資訊，以及有沒有足夠專業知識。再來是若他們要尋求奧援，要視國內不同領
域專家有沒有對話，並從各領域著手寫成研究報告，提供嚴謹的科學論證，在必要時成為政府的施政依
據。

因為談土地容受力看似簡單，卻必須廣泛蒐集從人到土地、從硬體到軟體的各類資訊，包括環境敏
感及限制、土地資源供給、水資源供給、人口推估及需求，以及公共設施資源供給等等，才有辦法訂出
土地容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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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的搗蛋鬼” Jevh Maravilla
和 Christian Toledo

及YouTube網紅Mike Bow表彰麥當勞
不遺餘力推動多元化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 2019年 2
月14日 – 全國歷史最悠久，由
亞裔和太平洋島民學生主持和參
與 的 ECAASU(East Coast Asian
American Student Union Confer-
ence, 東岸亞

裔學生聯盟大會)本週末在奧蘭多舉行。會中
“麥當勞的搗蛋鬼”Jevh Maravilla和Christian To-

ledo及YouTube網紅Mike Bow探討了多元化對市
場營銷的重要性。首度贊助本大會的麥當勞配合
ECAASU主辦團隊，安排了以Maravilla 和 Toledo為
成員的小組討論。這兩個菲律賓裔美國大學生因
為在休士頓麥當勞餐廳張貼搗蛋海報而紅遍全國
網絡。麥當勞也安排了在全新金色拱門電視廣告
中擔任主角的Mike Bow在大會發表專題演講。

已經連續舉辦41年的這場會議今年的規模更
勝以往，出席人數包括來自東岸100多所學校的
800餘名學生。本次會議針對廣泛社區議題進行了
互動式講座、演說、和表演節目。

在由麥當勞贊助的小組討論中，搗蛋鬼談到
啟發他們登上頭條新聞的行動背後之靈感，以及
該行動造成的新聞旋風，最後甚至把他們送上了
”The Ellen Show”的舞台。麥當勞代表也在隨後
登上講台，談到了金色拱門對多元化和兼容並蓄
的不懈努力。

“麥當勞不斷展現他們對多元化進行公開討
論的嚴肅態度，我們能夠成為這場對話的一部分
，深感榮幸，”Maravilla表示。他和Toledo因為
搗蛋海報得到金色拱門致贈的$25,000獎金，並在
最近於麥當勞全國性電視廣告中製作了一段驚喜
小品。

這兩位休士頓大學的學生在ECAASU的小組討

論中提到個人如何在地方和全國層級帶來改變。
“先從了解自己的意見是有分量的開始，然後採
取行動，”Toledo表示。“社交媒體當然也有用
– 這一點Jevh和我很清楚。”
Mike Bow的專題演講也以社交媒體為主題。這位
YouTube網紅認為當今的數碼領域有助於創新形式
的亞裔代表性。

“如今亞裔可以跳過傳統媒體頻道，以全新
又大膽的方式重新定位自己，挑戰傳統，破除刻
板印象，” 以喜劇形式探討亞裔題材的Bow表示
。

麥當勞通過例如教育講座系列（Education
Workshop Series）和Archways to Opportunity等支
援計劃，全力在地方和全國提供亞裔民眾教育機
會，幫助亞裔社區獲致成就。金色拱門贊助2019
年ECAASU大會就是麥當勞以提供通往教育資源的
途徑，幫助年輕人完成追求高等教育夢想之使命
的一部分。

“對於願意直接投資像我們這樣多元社區的
公司，ECASSU歡迎他們的支持，”2019 ECASSU
大會總監Justin Chu表示。“麥當勞不受傳統贊助
商的角色限制，竭盡所能，充分與團隊合作，安
排嘉賓出席，讓本次大會更上一層樓。”
美國麥當勞簡介

McDonald's USA, LLC（美國麥當勞）每天以高
質量食材，選擇多樣化的餐單服務超過2千5百萬
顧客。全美1萬4千家麥當勞餐廳中百分之95由男
女企業家獨立擁有和經營。欲知詳情，請登入
www.mcdonalds.com,，或通過推特追踪我們 Twit-
ter @McDonalds，或參考臉書專頁www.facebook.
com/mcdonalds。

ECAASU簡介
完全依賴志工運營的東岸亞裔學生聯盟(East

Coast Asian American Student Union, ECAASU)是一
個501(c)(3)非營利組織，其使命在啟發、教育、並
賦權給對亞洲和太平洋島民（AAPI）議題有興趣的
人士。欲知詳情，請聯繫communications@ecaa-
s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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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獎學金，將分九類進行甄選分發
。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獎
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年爭
取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
國會、州議會議員的辦公室，都錄用為
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些實習生
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身
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良機；同時，
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校聯會
此一獎學金，名額至多二名，金額每名
二仟元。申請者必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
包括法學院)的學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
取得國會、德州州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
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二
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開放給十二年級
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
領導才能、社區服務、與課外活動來甄
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金，名額至

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

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黄登陸先生為
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
務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
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
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
，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
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尚權先生及台灣
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
生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
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一仟元。是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
雲女士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
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

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
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
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
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名額
五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
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立的，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
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
父親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
設，名額一名,金額一仟五百元。

* 臺北幸安小學校友助學金, 名額一
名, 金額三仟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
定，依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
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NorthBrook

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政治大學校
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楊秀鶴女
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
申請者必須是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學
生。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
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名額
一名，金額二仟元。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名額
一名，金額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
境需求補助、大學物理系的學生為對象
。此類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
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
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其妻
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
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
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八類獎學金，運動獎學金。是淡
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志
慧女士所設，是以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
、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
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
元。

第九類獎學金，領導才能/社區服
務獎學金。大專校聯會提供，為鼓勵從
台灣高中或大學畢業, 現就讀大休士頓
地區大學或研究所, 有卓越領導才能/社
區服務的學生所設。名額至多二名，每
名金額二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校
聯會 「獎學金之夜」 舉行頒獎儀式。有
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
請見校聯會網頁 http://www.jccaa.net
或 電 詢 獎 學 金 召 集 人 鄭 大 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二月春節聯歡溫馨舉行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二月春節聯歡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許碧珠副會長作會務報告並恭賀大許碧珠副會長作會務報告並恭賀大
家春節快樂家春節快樂。。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祝福長春會員們諸事大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祝福長春會員們諸事大
吉吉，，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萬事如意，，平安喜樂平安喜樂。。

許碧珠副會長許碧珠副會長（（右一右一））於於22月月22日下午日下午33時在台灣時在台灣
人活動中心熱烈歡迎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人活動中心熱烈歡迎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左左
一一））參加參加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二月春節聯歡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二月春節聯歡」」 。。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長春會大會主持人林三江理長春會大會主持人林三江理
事事、、許碧珠副會長祝賀二月份壽星許碧珠副會長祝賀二月份壽星：：江許貴江許貴、、吳啟華吳啟華
、、林正益林正益、、許馬朱雀許馬朱雀、、許光雄許光雄、、楊張芷芳楊張芷芳、、陳澄江陳澄江、、
謝張素謝張素、、蔡玉枝蔡玉枝、、顏清泉顏清泉、、吳素慧吳素慧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

會員們參加長春會會員們參加長春會，，既輕鬆又愉快既輕鬆又愉快，，
也活潑增元氣也活潑增元氣。。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為
長春會會員簡永謙做行動領務工作長春會會員簡永謙做行動領務工作。。

江朝雄理事主持新春聯歡江朝雄理事主持新春聯歡。。江淑芸動聽演唱江淑芸動聽演唱 「「你和我你和我」」 ，，獲得獲得
大家熱烈的掌聲大家熱烈的掌聲。。

張闕桃張闕桃、、廖碧玉參加廖碧玉參加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新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新
春聯歡春聯歡」」 ，，並幸運中獎並幸運中獎。。

顏憲欽精彩表演顏憲欽精彩表演 「「布袋戲布袋戲」」 ，，廣受廣受
大家歡迎大家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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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7年0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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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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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7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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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15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09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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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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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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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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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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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中國大陸2011年10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年01月08日中國大陸2017年01月

08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2年08月01日中國大陸2012年08月
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09月08日中國大陸2006年09月08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5
年09月22日中國大陸2005年09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
年04月22日中國大陸2012年04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年12月08日中國大陸2017年12月

08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年06月22日中國大陸2014年06月
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
年03月01日中國大陸2007年03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年06月22日中國大陸2006年06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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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B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

2019年起，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
一輪抽簽，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或美
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第一輪抽簽共
有六萬五千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碩
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第二
輪抽簽，這一輪抽簽有兩萬個名額。抽
簽順序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
士以上學位的申請增加16%（5340個中
簽）的中簽機會。對於擁有美國碩士或
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人來講是好消
息。

部分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
從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起，針對已經
遞交的占名額的H1B工作簽證的申請，
移民局宣布恢復加急服務。移民局自
2001年7月30日起開辦了快速審理服務
。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
41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
加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
是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
局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
諾退回加急費。從2018年9月11日開始
，移民局暫停了絕大部分類別H1B工作
簽證的加急服務。

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美國移
民局在2018年12月3日公布新的H1B申
請程序草案：“電子註冊”申請程序。
這個新程序要求H1B申請方在移民局規

定的時間內進行電子註冊。移民局會在
有效的註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
中的雇主會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
少60天的時間遞交H-1B申請。 由於系
統調試沒有最後結束，電子抽簽程序推
遲至明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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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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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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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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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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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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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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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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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
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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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19年年33月移民排期月移民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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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美南河南同鄉會春節年會美南河南同鄉會春節年會
上周六盛大舉行上周六盛大舉行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左起左起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會
長修宗明長修宗明、、名企業家李生名企業家李生、、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執行
長范玉新長范玉新、、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副會長徐洪濱副會長徐洪濱。。

王飛雪王飛雪（（前排前排 ））演唱演唱 「「愛的奉獻愛的奉獻」」 ，，後為河南後為河南
同鄉會全體理事登台同鄉會全體理事登台。（。（右二右二））為美南河南同為美南河南同

鄉會會長楊德清鄉會會長楊德清。。

河南省木偶劇團演出河南省木偶劇團演出 「「長綢舞長綢舞 」」 。。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右三右三
）） 在大會上致詞在大會上致詞。。

斯坦福市市長候選人譚秋晴斯坦福市市長候選人譚秋晴（（中中 ））頒贈紅包給頒贈紅包給
河南最年最長者河南最年最長者，，現年現年9292歲的梅陰紈霞老太太歲的梅陰紈霞老太太

（（右二右二 ））

與會貴賓與河南省木偶劇團成員與會貴賓與河南省木偶劇團成員（（戴牛仔帽者戴牛仔帽者））合影合影。。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中中 ））主持了患主持了患
者呂逸鴻者呂逸鴻（（左二左二 ））的捐贈儀式的捐贈儀式。。

由釋延禪率領的舞龍舞獅隊開場由釋延禪率領的舞龍舞獅隊開場。。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左左））致詞並頒發褒揚狀致詞並頒發褒揚狀，，
由楊德清會長由楊德清會長（（右右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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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即日起接受申請。。
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

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獎學金，將分九類進行甄選
分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
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
年爭取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
每年在國會、州議會議員的辦公室，
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
些實習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
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
良機；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
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金，名額至
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
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
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
州州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何一議
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
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開放給十二
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
成績、領導才能、社區服務、與課外
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

金，名額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

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黄登陸先生
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社
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
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
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
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
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尚權先生及台
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
治先生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
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
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一仟元。是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
素雲女士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
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

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
級高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
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
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
名額五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
念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立的，名額
一名，金額三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
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
親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
設，名額一名,金額一仟五百元。

* 臺北幸安小學校友助學金, 名額一
名, 金額三仟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
，依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
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North-
Brook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政治

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
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
額三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
，申請者必須是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
的學生。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
念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
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名
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
家境需求補助、大學物理系的學生為
對象。此類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
小蓮為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所設，名
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
。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
其妻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
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
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第八類獎學金，運動獎學金。是

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
顧志慧女士所設，是以運動方面有卓
越成就、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
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

第九類獎學金，領導才能/社區服
務獎學金。大專校聯會提供，為鼓勵
從台灣高中或大學畢業, 現就讀大休士
頓地區大學或研究所, 有卓越領導才能/
社區服務的學生所設。名額至多二名
，每名金額二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
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 舉行頒獎儀式
。有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
表格，請見校聯會網頁 http://www.jc-
caa.net 或電詢獎學金召集人鄭大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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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人如此形容加拿大的洛磯山
脈： 「可見到雪山、森林、瀑布、峽谷
、冰川、湖泊、河流以及溫泉和野生動
物，宛如風景優美的瑞士放大版。」 沒
錯！處處是風景、步步都精采，這如畫
般的景色，聚集了一切你所能想像的美
景。

【王朝旅遊】推出夏季5-9天“加

拿大落磯山”避暑仙境遊。現在預訂，
可享受金豬賀歲特惠價格：“二人同房
”每房減$100、“三人同房”每房減
$300、“四人同房”每房減$400。夏天
的洛磯山，走在登山步道中，峽谷湍急
的溪流上方沿著山壁架設步道，邊走邊
聽著淙淙的溪水聲、山壁上吱吱叫的小
松鼠、枝頭跳上跳下的鳥兒、森林內散
發的芬多精，一路心情愉悅。

行走在這個避暑仙境中，看著這一
大片歷經數千萬年冰河時期及地層板塊

移動，所蘊育出的天然美景，深感因漫
長歲月的洗練才成就了令人嘆為觀止的
景致，人生不也是得經困難的磨練，才
能有一番的成就嗎？

【王朝旅遊】同方向經典線路：西
雅圖出發—“7天阿拉斯加”郵輪之旅
，價格$899起，還贈送$75的船上消費
金哦；“8天海岸星光號火車”之旅，
僅$558起。（圖片取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護照更新和全
球簽證（包括：俄羅斯、申根、日本、
韓國/其他國家）”

同時擁有合規的“公證認證”代理
資質

休斯頓最具權威的專業和精緻代理
“私人團”首選

更多行程請查詢王朝網站：www.
aaplusvacation.com 服 務 專 線 ：
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
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
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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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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接待客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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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近兩

日很冷，我少出

去，躲在家裡有

暖氣。

2/4除夕我接待一位自紐約來奧克拉荷

馬州、佛羅里達州、德州自助旅遊的青年

人36歲，雲南人來美紐約讀碩士工作已十

年，小何弟兄在回程途中奧克拉荷馬州與

德州邊界高速公路上遭到一老美駕大卡車

快速撞到小何弟兄的BMW車尾部，後面玻

璃窗全毀壞，人蒙天父保守，小何弟兄說

知道車尾被撞，但隨即當場昏迷，他的車

自己行到路肩自動停下來；大卡車司機也

嚇壞了，打電話給警察，叫911送他去醫院

急診與作各項檢查，3小時後，醫師說小何

可以出院，他自己拖著疲憊的身體走路去

附近的旅店住一晚，他說有輕微腦震盪現

象。

第二天上網聯絡到豪克修車廠，又開

七小時來到休士頓西南區"豪克修車廠"已
是兩點多左右。他自己去附近吃麵包充

飢。

我當天下午3:30pm探訪後，發現小車

電瓶有問題，5pm經靈糧堂薛弟兄幫忙充

電後，5:45pm我開到"豪克車廠"要換新電

瓶，我和小何弟兄在”豪克車行"辦公室

見面，才15分鐘，老闆說6pm要下班了，

老闆娘問「小何弟兄你今晚要住宿何處

呢？」小何弟兄答說要在自己車內睡覺，

我一旁聽他說，憐憫他的困難，邀請他先

去吃除夕晚餐-越南河粉與法式蕃茄牛肉炒

飯，晚餐後對小何弟兄說歡迎來潘家客棧

休息住幾天，(筆者告訴小何弟兄，我是護

士，可以觀察照顧他，如果有狀況，他父

母兄姐都在雲南，)他要趕緊聯絡律師與車

保險公司，他說自己也是基督徒（在韓國

留學時信主的，也曾在教會幫忙翻譯），

但最近很久沒有禱告，讀聖經，作禮拜

了，因生活中遭遇困難，心情不佳，故開

車來美南鄉間一個月自助旅行走走，沉思

想想，下一步要如何走，目前有工作在曼

哈頓，請你們也禱告中記念他，求主耶穌

安慰他，復興他，再度興起願為主耶穌而

活而作。

猶記得1978年，筆者首次隨團一行七

人去參加英國南威爾斯參加首屆國際基督

徒醫務人員大會，會後，領隊畢路安教士

安排我們去格拉斯高環球福音會參觀訪

問，蘇格蘭丹地教會訪問，也安排我們去

倫敦訪問，特別在倫敦停留期間，有位護

士小姐雪莉她是畢教士的好友，她讓出她

自己的房子給我們住宿，也準備很多食

物，讓我們把她的家當作自己的家，也給

我們鑰匙，讓我們進出自由，真是讓我們

體會到英國雪莉姐妹的愛心啊！

爾後，我們又被安排到畢教士的好友

理查（物理治療師）與茱莉（護士）夫婦

家住，茱莉教我們如何搭火車去參觀白金

漢宮，唐寧街英國首相辦公大樓，公園

等，

我當時剛到英國開會時，曾告訴領隊

畢教士:「我很想去西德參觀基督教馬利

亞福音姊妹會」「Joy,可能不行喔！一來

沒有夠多時間再辦去西德簽證，二來沒有

存款證明，三來是沒有多的經費再買三張

機票給你們去喔！你如果真有信心想去西

德參觀，我們再禱告看看!」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信心，就是想去西

德，我真的是沒有想很多，只是單純的禱

告，求主成全我的心願。

未料，神感動理查茱莉夫婦愛心說:
「畢教士，我們夫婦的存款證明當作她們

三位的證明，我們願意幫助她們去辦簽證

費用，買機票費用。」他們夫婦的愛心成

全了我們三位去西德行。

英德行讓筆者與神相遇，看見神恩處

處聞，也深深感動我的心，日後，願盡心

盡力盡性盡意來愛神愛人，也願常常愛心

接待客旅，這都是因為: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學習愛鄰舍

如同愛自己。

希伯來書13章2節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 因為曾

有接待客旅的，不知  不覺就接待了天

使。

小何與李水蓮牧師,陳國安牧師,潘師母.          
友人來信回響:

1).願神記念師母的愛心，使這正在低

谷的弟兄得著恢復的力量！

願神賜福師母新的一年～

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志穎姐妹/康福教會

2).對小何弟兄他來說，妳就像是上帝

派來助他的天使啊！妳所做的，神必紀念

雪芳姐/台中

3)謝謝分享，感謝 主，要借這次車禍

使小何弟兄回轉。

國宏姐/休士頓

4).很高興再見到師母，向師母母學

習。文小燕/休士頓

5).聽到師母分享接待小何的見證，令

我很感動!
段弟兄/休士頓

6)師母您的時時刻刻，隨時隨地爲主

做美好的見證的心深受感動與激勵，願主

藉著這次神的眷顧保守何弟兄在事故中得

平安，加上神所差派的愛心天使的接待，

我相信何弟兄將會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讓

他從此從低谷中走出來，神的恩手一直覆

庇他，無論他的境况如何。願主紀念！

我是一位囚犯，在監房內得到教會送給
我貴刊，閱後使我獲益良多。

在我還沒有認識創造宙宇萬物的主耶
穌基督之前，我是個驕傲自大、好高鶩遠，
凡事自以為是的人。我貪慕虛榮，追求物質
的享受，這些都是高消費。我自己的入息不
錯，但是不能滿足我的虛榮心。我因貪念，
做了偏門，替一位朋友收賭債，看見很多
大好家庭給賭博所害，成為破碎家庭。

事情也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天，九一
年家中發生了桃色事件，我在受辱罵下，
情緒衝動中殺了人。事後內心十分恐懼，
只有以死了斷，以暴易暴，以命填命，這
是我以前做人的宗旨，我自己要負責。於
是我就引火自焚，俗語云：「人死如燈滅」，
這正是我當時的想法。

但是，主耶穌沒有放棄我這個犯罪的
人，把我從死亡的邊緣中拯救出來。死罪可
免，活罪難逃。在二個星期的不醒人事中，
我變成一個植物人。在醫院六個月內做多
次手術，將一個全身燒了百分之七十五的
人救回，醫生和護士也說是奇蹟。記得有
位護士對我說：「既然有勇氣自殺，為甚
麼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日後我信了主，

知道我能獲救，是主耶穌的恩典。

住院期間，有一位牧師，只為了帶聖經
給我，居然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大風雪天裡，
到院探望我，為我禱告，求主醫治我身體的
創傷。對我這樣一個全不相識的人，牧師竟
這樣關懷，令我非常感動。他給我講主耶穌
潔淨大痳瘋的事，說：「你只要安靜，恆心
禱告。」主再施恩給我，沒有把我這卑微的
人遺忘。人算甚麼，我更不堪，主還是拯救
我這個罪人。

在監房裡，心靈的空虛掙扎，可以說每
一個坐監的朋友也有。他們會藉著破壞，發
洩內心的空虛生存的厭倦。生命沒有目標，
我們有賴教會對我們的關懷鼓勵，領我們認
識主，才知道上帝仍愛我們。

信主耶穌後，我感到身上有一種力量，
將我從絕望中挽回，使我重獲希望，軟弱的
時候得著堅強。昔日生活中的冷傲，內心的
恐懼和牽掛，不再成為我的負累。我被神帶
領著，從虛假走向真實，從黑暗進入光明，
從死亡朝向永生。我盼望有一日，能成為主
合用的器皿。這是我的真心話。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生活迷惘，在社會
所鼓吹的物質及個人主義裡，很容易迷失自
我。創世記說明了人從那裡來，而啟示錄指
出人往那裡去。我不應再糊塗地生活下去，

神甚至愛我這殺人犯

小黃

退休以前，我在國內黨校系統任副教授。
我原本認為，這就是我人生終極的目標了，
因為我這輩子的工作起點是從文藝開始，所
以感到能在黨校系統做副教授也很不錯。儘
管這是坎坷人生的產物，但我以「知足者常
樂」自勉。

來美國後有人向我傳福音，讓我有機會
接觸教會群體，感覺很溫暖，好像大家庭一
般，與非教會群體確實不一樣。從那時起，
我就開始主動接觸與基督教有關的信息 : 閱
讀了 20 多期《中信》月刊，又讀了好幾份
基督教報刊和書籍等，並聽了很多福音信息
和信徒的見證；同時我開始每週去教會做禮
拜，參加基要信仰學習班，唱讚美詩，聽牧
師講道，用心閱讀聖經，希望藉此了解人生
真理，汲取心靈的營養。

我覺得自己非常蒙恩，退休以後有機會
出國，認識主耶穌基督，找到了人生終極的
目標和歸宿。我深知道，這個終極目標是
上帝為我預備的，我萬分感激祂，願意以謙
卑的心服從主耶穌的教訓，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主我們的上帝，並愛人如己。

我小的時候原相信有神，但那個時候不
認識耶穌基督，只在村裡看見大人們敲鑼打
鼓求雨，又看過道士揮劍驅鬼，當時很單純
地相信有神有鬼。上學以後，學校清一色是
無神論教育，認為迷信神鬼是生產力水平低
下時的產物，是愚昧無知的表現。當時各種
媒體都宣揚 : 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
靠神仙皇帝，一切宗教都是麻痺人的精神鴉
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又說，戰天
鬥地，人定勝天；要相信科學，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等。由於受無神論教育的宣傳，我
原先的有神信仰就被扼殺；加上達爾文「生
物進化論」的衝擊，我便變成無神信仰。

可以這樣說，從學生時代起一直到工作，
相當長的時間我都相信無神論，成了進化論
的崇拜者和馬克思主義的鼓吹者，曾經站在
講台上宣揚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無神論。

不過，隨著人生閱歷日漸豐富，思維日
趨成熟，對自然界和社會有了更多接觸，又
對人生有更深的思考以後，心裡就開始生
疑。因我看到自然界裡有很多大動盪（如地
震、海嘯、洪水、霧霾、沙塵暴等），又看
到社會上也有很多重大動盪（如戰爭、恐怖
襲擊、瘟疫、社會變革等），以及人生中眾
多的曲折，便感到人其實不可能勝天。人若
能勝天，為甚麼無法抗拒自然界的動盪和對
人類的毀滅呢？社會為甚麼不能按照人的
主觀意志發展呢？人的主觀意志若能左右
社會的發展，為甚麼無法抗拒社會動盪對人
類的毀滅呢？人的命運不可能全由自己主
宰，人若能主宰和選擇自己的命運，為甚麼
無法抗拒眾多人生的曲折磨難呢？

我常思考，在自然界裡，在社會、人生
的背後，在宇宙之中，必定有一種巨大無形
的力量在控制和左右著。不知不覺，我對無
神論便起了懷疑，對進化論也日漸質疑，反
而產生「生死由命，富貴在天」的思想。

退休以後，老年大學聘請我當歷史教師，
我開始教長者學習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很
自然的，我們談到宗教，我選擇了世界上
三大最有影響力的宗教 : 基督教、伊斯蘭教
和佛教。我把這三大宗教的創建年代、發源
地、創始人、神祇、主要經典、基本教義、
主要教派、分佈地區、現有信眾等講給長者
們聽。大家對基督教最感興趣，特別是對基
督教的創始人耶穌和基督教的經典——聖
經非常欽佩，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在老年大學教了兩年半的歷史，我和妻
子就移居到美國。在 2014 年 1 月的一天，
董老師向我傳福音，她一說我就贊同，之後
每週都去第一華人浸信會。經過三個多月
慕道，我人生的最後信仰終於確定了！這
一次，是我從無神信仰到有神信仰的飛躍。
我相信三一真神—天父、聖子、聖靈；我承
認我是罪人，是原罪、本罪兼有的罪人；我
渴望得到耶穌基督的救贖，領受祂所賜的永
生，我以上帝為我人生終極的目標和歸宿。

接受了耶穌以後，我繼續堅定地邁向真
理。但甚麼是真理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卻
又相當簡單的問題。說到複雜，因為人對
真理的解釋和定義不同，眾說紛紜，莫衷一
是；說到簡單，因為真理就是真實的客觀存
在。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上帝）那裡
去。」（約翰福音 14:6）又說 :「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
著生命的光。」（約翰福音 8:12）耶穌就是
真理，是真實的客觀存在。

聖經是由 40 多位不同時代、不同職業、
不同身份、不同寫作背景的作者獨立完成
的，裡頭的信息卻是驚人地連貫。聖經所記
載的資料都是真實可靠，客觀存在的真理。
世界著名的考古學權威 Nelson Glueck 博士
說 :「我可以肯定地說，至今世界上所有考
古學上的發現，沒有一項是與聖經文獻相抵

觸的，聖經中有關歷史記載的正確性是無
可比擬的，尤其當考古學的證據能印證它
時更是如此。」耶魯大學考古學家鮑羅斯
說 :「全面來說，考古學的發現無疑地印證
了聖經的可靠性。許多考古學家因為在巴
勒斯坦的挖掘工作，使自己對聖經的敬畏
之心大增。」

本人以前學過和教過許多學說派別的真
理論—黑格爾的融貫論、康德的符合論、
斯特勞森的履行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真
理觀等，這種種學說派別，對真理的論述
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常讓我覺得糊塗。
研讀聖經反而叫我心竅開通，明白真理，
懂得耶穌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
以，我就決定在 2014 年 5 月接受洗禮，以
這一刻作為我邁向真理旅途的堅定起點，
決志靠著主耶穌的力量，在真理的路上披
荊斬棘，勇往直前。

我也願以這一刻作為我生命改變的長鳴
警鐘。我是一個性情中人，待人處事性格
直白，遇到開心事喜形於色，遇到氣惱事
怒髮衝冠，缺乏基督徒應有的寬容和忍耐。
這是我性格中致命的弱點，也是我一生中
致命的大罪。在學習聖經的過程中，我深
深感到，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基督徒，就必
須徹底改變，釘死老我。聖經上說 :「人有
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
己的榮耀。」（箴言 19:11）「你們饒恕人
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
饒恕你們的過犯。」（馬太福音 6:14-15）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
次可以嗎？』耶穌說 :『我對你說，不是到
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馬太福
音 18:21-22）

饒恕他人是一種高尚的品格，是一種
博大的胸懷，是愛心的最高境界。「惟有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馬太福音
24:13）「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
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
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愛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書 13:4-
8）「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
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雅
各書 5:10）聖經的話，真是句句箴言，字
字真理，都是真實的，教人學好，勸人歸
正，是我們人生的座右銘，提醒我們要靠
主耶穌改變，重新做人，活出新生命。

我現在已是基督徒，但在靈命上只算是
嬰孩，還沒有學到忍耐、寬容。願上帝不
斷地改變我，聖靈不斷提醒我，使我順從
聖靈，不順從情慾。

通過受洗歸入基督，與耶穌同死同復
活，我就不再是原來的我。人最專注的是
自我、是世事，但是越是專注這些，我們
就越感煩惱，心裡沒有平安。感謝主耶穌，
帶領我晚年得著從天上來的平安。這種平
安與世人的並不一樣，世人的平安要看環
境，看自我感覺，但這些全是不穩定因素；
所以心裡的平安就不能持久，仍舊十分煩
惱。而上帝所賜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
安」（腓立比書 4:7），這種平安是因為與
上帝和好而得著的。

因獲得新生命，思想、感覺也隨之而起
了變化。即使遇到試煉、苦難，只要我們
靠著主耶穌，順服聖靈的帶領，心裡便有
平安，不再為許多事煩惱掛慮。

平安是上帝的禮物，主耶穌給門徒留下
平安，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
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
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約翰福音 14:27）「我將這些事告訴你
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
了世界。」（約翰福音 16:33）但願讀者們
因信靠耶穌基督，心裡都有出人意外的平
安！

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654 期

我人生終極的目標 
   方樹茂

西南國語會教友在黃金茶寮 , 小何 ( 右一 ) 

應振作儆醒。啟示錄很清楚地揭示
將來的新天新地：「神要擦去他們
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
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
事都過去了。」（廿一 4）

今日的我雖然在監房內生活，
但我願用謙卑的心，在聖經裡抓著
主的教訓，求主教導我如何數算自
己的日子，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下去，
又教導我如何在短暫的有生之年，
活出無限的生命。

九四年一月 ( 於加拿大亞省愛
城監房內 ) 文章轉載自《中信》月
刊第 65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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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看    板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聯絡單位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713-270-9988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

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713-270-9988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713-270-9988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

家長中文班

亞特蘭大支會 770-458-1000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奧斯汀聯絡處 512-491-0358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邁阿密聯絡處 954-538-117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奧蘭多聯絡處 407-292-1146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紐奧良聯絡點 504-782-5168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聖安東尼聯絡點 210-875-693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康福聯絡點 361-987-7130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撰文／劉本琦     整理／陳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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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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9年2月16日 Saturday, February 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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