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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認證★

2019★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閃亮行程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全包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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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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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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2019 /  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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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春節園遊會中獎名單揭曉

譚秋晴競選斯坦褔市市議員，得道多助
上周六首辦選民見面會，多位政要出席相挺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對休士
頓人而言，譚秋晴是一位學有專長，家
喻戶曉，多年致力於社區義工活動和深
受大家尊重的商界傑出人物，這次出馬
競選斯坦福市（Stanford City )市議員，
多位主流社區政界領袖出面相挺，再加
上僑胞的熱情，使上週六在中國熊餐廳
（China Bear )的首辦選民見面會上，
嘉賓雲集，大家的熱情將該餐館擠的水
洩不通，譚秋晴在現場以激動的語氣表
示： 她將以最大的熱情和多年累積的
廣博人脈及專業能力,為斯坦福市的城
市發展和繁榮做出貢獻。

當天出席選民見面會的政要包括:
前休市市議員關振鵬先生，斯坦福市市
長史卡西拉先生、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先
生、前國會議員參選人科卡尼先生，福
遍民主黨主席欣西亞金亞女士，休士頓
社區大學委會尼塔女士及休士頓國際區
長區長李蔚華先生，他們都為史坦福市
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站台背書，並受到
全場民眾的熱烈支持。

當天出席的政要也一一在選民見面
會上推崇譚秋晴是真心篤實在為社區做
事的幹才。尤其是譚秋晴擔任助理的國
會議員 Al Green, 他不僅逐一誇讚當天
坐在台上的政要，人人都是對社區有貢
獻的幹才外，還特別推崇跟隨他 12 年
辛勤工作的譚秋晴，他希望大家都來支
持她，讓她為社區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Al Green 國會議員還特別提到，譚秋晴
的成就，不僅在她個人的成就上，還有
她的家庭，她的丈夫陳適中博士，及她
兩位傑出的子女。每件事她都盡其所能
，做的盡善盡美！

譚秋晴候選人隨即登台，向台上、
台下她的支持者致謝。她在演講中特別

提到她的政見，包括：支持該市免收商
業及住家地產稅的零稅收政策；讓更多
當地和國際商家進駐投資斯坦福市，增
加工作機會，提高該市經濟實力，創造
良好的商業環境，讓斯坦福市成為商家
的首選之地； 減少暴力和犯罪，設立
多種語言的幫助熱綫，讓該市成為包容
兼濟的多元化城市；打造該市Murphy
大道，使其成為一條多元文化為特色的
商業走廊；積極推廣 GRID( 原德州儀
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總部，佔地21
英畝），作為購物、居住和娛樂為一體
的多功能商業地標；繼續支持由譚秋晴
女士2010 年組織設立的位於斯坦福學
區的中英文雙語沈浸式教學，目的是培
養更多的雙語國際化人才；繼續做好水
災帶來的商業及居民損失。

譚秋晴個人的專業背景包括：

AIG 美國國際集團- 德州亞裔市場
副總監

Guardian 保險公司- 副總裁
MetLife 保險公司- 執行經理
Exxon 石油公司- 會計經理
百萬圓桌榮譽會員
她的社區服務背景包括：
從 2006 年擔任 Al Green 國會議員

華裔助理至今有12年
斯坦福市城市計劃及區域規劃委員

會委員
斯坦福公園委員會委員
公共電視 8 台- 前任董事會成員/

年度直播募款主持人
休斯頓社區大學基金會- 前任董事

會董事
華人會計師協會- 前任會長
美南國際電視55.5 - 節目主持人

( 本報訊）今年（2019 ）美南春節園遊會上掃描 「今日之美國」二
維碼抽獎的中獎名單（九位 ）如下：

2019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中獎名單
Frank Liu 832-923-6272
Shan Wang 346-219-9663
Peter Huang 713-518-3262
潘學武 281-451-5778
Stephanie Griffith 361-319-7715
Brian Ng 713-922-4185
Suzhe Tian 832-808-2987
Tom Lai 832-613-3237
Chen Wei Ming 713-778-1338
請中獎者即日攜帶票根或手機到美南報社櫃台領取獎品。

當天出席選民見面會的貴賓包括當天出席選民見面會的貴賓包括::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左四左四 ）） ，，斯坦福市斯坦福市
市長史卡西拉先生市長史卡西拉先生（（右三右三 ），），休士頓休士頓 「「國際區國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區長李蔚華先生（（右一右一
），），前國會議員候選人科卡尼先生前國會議員候選人科卡尼先生（（左二左二），），國會議員席拉國會議員席拉.. 傑克森傑克森..李代李代
表羅玲女表羅玲女（（左一左一 ））都出馬為譚秋晴都出馬為譚秋晴（（右四右四））站台站台。（。（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斯坦福市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左三左三 ））特別感謝國會議員特別感謝國會議員Al Green (Al Green ( 左左
二二））對她的全力支持對她的全力支持。（。（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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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榮光聯誼會溫馨舉行新春聯歡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於2月16日下午6時
30分至下午9時，在姚餐廳溫馨舉行新春聯歡。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和休士頓僑教中心楊容
清副主任，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鄭昭、駱健明及榮光弟兄們與
榮民眷屬超過200人參加慶賀2019年新年。

晚宴一開始集體大合唱中華民國國歌，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董
元慶會長祝賀所有貴賓和與會人士新年快樂，還邀請駐休士頓台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及休士頓榮光聯誼會理事和所有弟兄高唱陸
海空三軍軍歌，嘹亮歌聲響徹全場，振奮大家。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向三軍將士與
在場所有榮光弟兄們致敬，感謝他們為台灣自由和平奮鬥的貢獻
與付出。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致詞感謝榮光會僑團對國家的
支持，特別是每年國慶與升旗典禮，都有榮光會弟兄高舉青天白
日滿地紅的國旗進場，特別讓人感動。

佳賓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鄭勵會長、中華公所李世威共同
主席分別致詞祝賀。高華鵬前會長致詞，八二三砲戰剛過60周
年，他特別帶來八二三砲戰從戰爭到和平的專輯，另外還有中日
戰爭歷史真相、中日降書等三套書，捐贈僑教中心，由楊容清副

主任代表接受。
當天餐敘還有餘興節目，丁方印前會長與方海妮主持摸彩抽

獎，獎品豐富，現場擺滿由會長與各僑領所贊助的20多件獎項
，還有現金百元紅包，白先生抽中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
文贈送現金百元紅包，董元正夫人連中百元紅包兩次，王明抽中
百元紅包，驚喜不斷，場面熱烈，氣氛溫馨，大家度過歡樂愉快
的時光。

休士頓清閒俱樂部圓滿成功舉辦高爾夫球聯誼賽與晚宴新春聯歡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左二左二）、）、休士頓榮光聯誼會休士頓榮光聯誼會
董元正理事董元正理事（（左一左一））等高唱陸軍軍歌等高唱陸軍軍歌。（。（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高華鵬前會長於休士頓榮光聯誼會高華鵬前會長於22月月1616日在會上捐贈書籍給日在會上捐贈書籍給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由楊容清副主任代表接受由楊容清副主任代表接受，，董元慶會長董元慶會長（（左一左一））見見
證證。（。（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董元慶會長在榮光會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董元慶會長在榮光會20192019年新春聯歡會上年新春聯歡會上
致祝賀詞致祝賀詞。（。（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清閒俱樂部於2月13日舉辦年
會暨新春聯歡，當天上午舉辦高爾夫球聯誼賽與下午6時晚宴新
春聯歡，佳賓、會員及會員家眷，110人共襄盛舉，歡度新春。

精力充沛的會員們
於上午 7 時陸續到
Quail Valley 高爾夫
球場報到，互相拜
年。休士頓清閒俱
樂部呂健全會長夫
婦、女兒全家出動
，準備活動事宜與
接待應邀的佳賓與
會友們。球賽出發
前，休士頓清閒俱
樂部呂健全會長向
大家介紹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徐炳勳經濟組長，感謝他們早起
參與球賽。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致詞，看到大家個
個精神抖擻並身手矯健，球賽必定有好成績。參賽56人整裝後

，高爾夫球聯誼開始，兩人一組的高爾夫球車，列隊向球場開出
。

晚宴新春聯歡於2月13日下午6時在海港餐廳舉行，席開11
桌。晚會由休士頓清閒俱樂部徐正雄總幹事主持，他向與會人士
介紹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並向大家展示會場的豐富獎品
與獎杯，晚宴中頒獎給上午高爾夫球賽的優勝者，不少與會幸福
者中大獎高興的領取禮品。休士頓清閒俱樂部高爾夫球賽優勝者
有近洞獎陳勝彥、汪幹雄、陳志恆、呂健全會長。總桿獎前三名
為，John Jing榮獲第一名，陳聯群榮獲第二名，黃榮富前會長榮
獲第三名，由呂健全會長頒發優勝獎杯。

呂健全會長在晚宴上向大家介紹八位理事團隊，感謝一年來
他們的貢獻與付出。休士頓清閒俱樂部呂健全會長報告去年的會
務及舉行的八項社區講座活動等。晚宴中舉行新會長選舉提名推
薦，呂健全在大家歡呼中通過全場人士支持，在熱烈掌聲下連任
會長。呂健全連任會長致詞，感謝大家的熱情相挺，並承諾不負
衆望，將繼續努力使會務推向更高峯。

呂健全會長呂健全會長（（右四右四））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五右五
）、）、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左五左五））及休士頓清閒俱樂部理及休士頓清閒俱樂部理
事團隊在晚宴新春聯歡上歡聚一堂事團隊在晚宴新春聯歡上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記者黃麗珊
攝攝））

休士頓清閒俱樂部呂健全會長休士頓清閒俱樂部呂健全會長（（右右））頒發優勝獎杯頒發優勝獎杯
給高爾夫球賽第三名黃榮富前會長給高爾夫球賽第三名黃榮富前會長（（左左）。（）。（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李鴻源專欄：第二部
我們是這樣愛這片土地的嗎？（下）

政治需要很強的專業支撐
營建署從二○一三年四月開始算，到二○

一四年四月已經算出北部。他們還到台大跟我
說明，雖然我已離開內政部，但拜託他們要將
全國的土地容受力算出來。未來若國土計畫法
通過，取得法源，就可以依據土地容受力計
算，定出符合台灣土地使用的上位計畫。

同時我想建立的，還有國土相關的資料
庫。我剛到內政部時，就要求資訊中心在一年
內建立和台灣國土相關的資料庫，並從地理資
訊 平 台 提 升 成 為 地 理 資 訊 圖 資 雲 （TGOS
Cloud）。這些資料同樣散居各部會，面臨整合
不易的困境。為了打破藩籬，我自己出馬拜會
拒絕提供資料的國防部。

國防部當時給我們的說法是，為了國防安
全而無法給資料。經過討論之後，國防部妥
協，同意提供精密度為二十公尺乘以二十公尺
的圖資，我們擔心這其中的誤差範圍過大，並
質疑為何不能給更精密尺度比例？對方說明，
如果再縮小比例，導彈即可精準擊中射程內目
標。

但我認為這樣的憂慮可以克服，並請時任
政委的張善政（之後為科技部長，現為行政院
副院長）出面協調。國防部最後做出最大讓
步，同意二十公尺尺度為無條件公開，若要更
精密的五公尺乘以五公尺比例圖資，則需要出
具公文，證實有政策使用的必要。經過幾番折
衝，資料庫終於建立起來。

奠定國土規劃的科學基礎
這就是我所說的，政治需要很強的專業。

國土計畫所需的資料庫建立了，土地容受力也
開始算，接下來，我要求營建署把散在各部會
的災害潛勢圖全部套疊在一起，包括經濟部水
利署的全台灣易淹水風險地圖、經濟部中央地
調所的坡地災害風險地圖，以及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的土石流風險地圖。

營建署將三張圖套疊成一張，成為整合易
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每次的災
害發生，都可以從中判斷，哪些地方容易受
害，並迅速做出反應。

我就像在下棋的棋手，一步一步，都經過
精密計算。進入內政部服務後，第一年建資料
庫，第二年算土地容受力，在此同時，我也要
求套疊畫出災害潛勢圖。我手上就像是有五個
球，可依照所需，隨時在天上抓球，最後把所
有球都整合在一起。

事實上，我所做的，就是在奠定國土規劃
的科學基礎，以及決策依據。先累積足夠數
量，並確保資料品質，未來提供政府單位在必
要時做資料探勘（Data Mining），才有辦法建
置決策支援系統，並依據各種假設進行情境分
析後，找出最佳政策，再依此列出行動方案和
預算分配。

你贊成還是反對核四？
以 核 四 為 例 。 二 ○ 一 三

年，沉寂已久的核四議題再度
浮上檯面，很多記者問我：
「李部長，你贊成或是反對核

四？」
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

沒有直接的答案。遇到這樣的
場面，我通常回答，以我的專
業，我無法告訴你贊成或反
對，但我可以告訴你，如何思
考這問題。例如經濟部和台電
公司要先建構完整的資料庫，
內容包括所有發電結構和備載
容量，以及電價、電網等等。

接下來進行情境分析。在
核四議題中會遭遇四種情境，第一是核四持續
興建並運轉，核一到核四並存，第二是核四不
蓋，核一、核二和核三廠升級並延役，第三是
核四繼續蓋，但提前讓核一到核三退役。

第四也是最極端的情境，是核一、核二、
核三、核四都不要。然後呢？國家尋找替代能
源，替代核能的使用。

四種不同的情境，代表四個不同的選擇，
必須經過分析，依照分析提出不同政策。分析
的角度必須包含：第一對社會衝擊，第二對經
濟衝擊，第三對社會經濟的衝擊；例如不同方
案的選擇對電價造成的波動、對產業和人民的
影響等，其次是採取各情境後，會不會影響供
電的穩定度，會不會逼使產業外移？產業若外
移，對國家和社會可能造成的衝擊等。

每個情境都經過仔細評估，抽絲剝繭後，
可能只剩下兩個可行方案，這時候，不論是
藍、綠，或是擁核、反核派，都要好好坐下來
談，或是雙方都同意交付公投，以決定核四繼
續興建或是停建封存。

我認為，台灣每個重大政策，都應該經過
這樣的程序分析，不論是服貿、貨貿都應如
此。

台灣是終極非核家園，但這可能是二十年
後的目標。若是二十年後要走向非核，今天開
始所有政策都要跟著轉變，每個部會政策都要
因應，如經濟部的工業政策，以及台電的發電
和電價策略等等，都跟今天再也不同。

接著要有完整的替代能源政策。經濟部是
第一棒，科技部要投資做替代能源研究，學校
要大量設置相關學門學程，內政部要規劃綠建
築，能源規章也要和現行不同。

每個部會都相關，都必須因應轉變。因為
新能源政策會牽扯到碳稅、碳足跡，環保署要
開始談節能減碳，又回歸到學校教的學程學門
和研究，每一環都扣在一起，若無法做跨部會
整合協調，目標永遠達不到。

這就是我一再強調，政府需要很強的專業
背景以及強大的資料庫，以建立決策支援系
統，更關鍵的是政府運作方式要改變，跨部會
整合協調非常重要。因為絕大部分的公共政
策，不是一個部會可以解決的。

五顆球整合在一起的國土計畫法
尤其是攸關國家百年發展的 「國土計畫

法」，更不能再任由各部會或利益相關團體角
力定生死。

過去的國土計畫法一直存在很大爭議，在
立法院躺了十幾年，因為舊版本用海拔來劃
分，以高度五百公尺、一千公尺、一千五百公
尺等來決定土地使用標的。

我常開玩笑說，依據這樣的國土計畫法概
念，瑞士全國都不能住人，因為瑞士就是個高
海拔國家。

但如今，我們有土地容受力調查報告、地
理資訊圖資雲，還有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和
土石流風險圖，這張圖可以判斷任何地方的安
全或危險性，一旦國土計畫法立法通過，內政
部即可依法公告這張災害風險圖，藉以取得法
源，成為國家公共建設的最上位計畫。

國家公共建設上位計畫，為何需要災害風
險圖做基礎？

二○一○年，北二高曾經發生走山，山壁
突然滑動掩埋了行經車輛。探究箇中原因，是
北二高在施工時，因為通過順向坡，施工單位
用地錨去拉，但地錨有其壽命年限，更具體來
說，每個工程都有壽命。

縱貫西部幹線的省道和快速道路、高速公
路，有多少處行經山坡路段是用地錨拉？沒有
人知道，難道要台灣每個人每次出門都先去算
個命嗎？否則怎麼知道今天開車出門，會不會
遇到地錨鬆動？

在我看來，只要災害風險圖公告後，類似
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將是微乎其微。因為國家要
做任何重大公共建設前，都必須用這張圖去套

疊，確認施工區位的安全性。很多人問我，未
來似乎還很遙遠，現在該怎麼辦？我只能說，
最實際的做法是做預警監測，必要時封路，以
防止更大傷亡慘劇的發生。

但是很遺憾，直到我離開行政院前，國土
計畫法都沒完成立法。當時，我已經看到立法
不易，但國家不能停滯空轉，因而要求營建署
不能受制於國土計畫法，而是要面對不同等級
的災害風險地區，檢討土地使用標的，進一步
重新檢視全台灣區域計畫。

我們訂出的策略是，對非災害風險地區採
取預防及監控，避免新災害或遭受鄰近災害影
響，誘發成為受災型土地；對於低度及中度災
害風險地區進行強度差異管制，充分揭露災害
潛勢資訊，並規劃萬一災害發生時的在地防災
避災計畫。

至於高度及中高度災害風險地區則積極進
行土地發展調整。首先利用國土規劃及土地使
用管制方式進行管控，對尚未開發的土地禁止
開發，已開發或是開發中土地應重新評估該區
域的發展強度，同時訂出建築高度規範和加強
水土保持。

在這樣的策略下，最起碼各縣市政府在做
都市計畫時都會重新檢討。在高風險地區不再
做高密度使用，不要把人放到不應該住人的地
方，重要工程不要放在危險地區。

但因為土地使用標的會完全改變，民眾的
財產可能需要做大規模轉移，不在災害潛勢區
的土地，價值會升高，但若不幸位在土石流或
高風險地區，土地價值自然大幅滑落。

因此，政府必須思考，公告不同等級災害
風險區後，如何讓因此受益的人，將他所得到
的利益，回饋給受到損害的人，讓受益者和受
損者可以從中取得平衡。其次是很多人住在不
安全地區，政府如何讓這些人搬到安全的地
方，土地使用也要跟著災害潛勢和土地容受力
做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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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血糖長期像“脫韁的野馬”，
隨著時間的推移，糖尿病足、視網膜病
變、糖尿病腎病等併發癥將難以避免，
並縮短患者壽命。控制血糖有助降低這
些問題發生的風險。而研究發現，綠蜂
膠對控制血糖有重要的意義。

血糖達標→延長壽命：綠蜂膠可通
過4個機制協同調節血糖：1) 增強器官
對胰島素的敏感性，增加血糖的利用率
。2）作用於胰島β細胞，保護β細胞
，促進胰島素分泌。3) 作用於胰島α細
胞，抑制胰高糖素分泌。3) 作用於大腦
中樞，抑制食欲。4) 作用於胃腸道，增
加飽腹感。

在全球Ⅱ型糖尿病患者中進行的研
究證實，無論聯合還是單獨治療，綠蜂
膠均能有效控制空腹、餐後血糖和糖化

血紅蛋白。
保護β細胞→防併發癥：綠蜂膠動

物實驗證實其能增強外周器官對胰島素
的敏感性，減少對胰島素的相對需求，
降低β細胞的負擔，從而減少β細胞雕
亡，促進β細胞增殖，能延緩β細胞功
能衰退。研究人員的共識是：Ⅱ型糖尿
病患者儘早使用綠蜂膠，這樣能使更多
的β細胞得到直接保護，並能夠延緩糖
尿病併發癥的發生。

減輕體重→減少脂肪：綠蜂膠的臨
床研究表明，在降低血糖的同時，非但
不會引起體重增加，反而有助體重減輕
。綠蜂膠所減少的體重，既有內臟脂肪
，又有皮下脂肪，其中大多是內臟脂肪
。事實上，在與二甲雙胍合用時，綠蜂
膠可使內臟脂肪減少13%-17%。這一點

非常重要，因為內臟脂肪被公認為增加
心血管事件風險和胰島素抵抗程度的
“危險”脂肪。另外，對於並不超重的
患者，綠蜂膠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體重下
降，從而讓較瘦的患者也能放心使用。

智能降糖→避免低血糖：綠蜂膠的
降糖作用機理與傳統的降糖藥不同，其
雙向血糖調節的作用能大大減少低血糖
的風險，從而達到安全控糖的目的。在
糖尿病發病早期，綠蜂膠以刺激胰島β
細胞釋放胰島素為主；當體內血糖過高
時，綠蜂膠會“提醒”胰腺釋放胰島素
；而當血糖達到正常範圍時則不再發出
這樣的信號，血糖便停留在平穩的範圍
，從而實現了“智慧”降血糖的功效，
也大大降低了低血糖的風險。

降血壓→保護心血管：綠蜂膠能夠

凈化血液，清理血管壁，從而使血壓得
到有效的控制。臨床觀察表明，在使用
野花牌綠蜂膠的頭3-4周，就使得收縮
壓平均降低了2-6毫米汞柱。再加上對
血糖的良好控制和減輕體重等功效，綠
蜂膠可以很好地起到保護心血管作用。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
1-866-690-4888

野花為您提供便利，現可免費代寄
全球，購滿一箱即可包關稅包運費寄往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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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詢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
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
迎訪問，祝您健康！

巴西野花牌綠蜂巴西野花牌綠蜂膠膠：：““調節血糖調節血糖””好幫手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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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共度春節歡樂時與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共度春節歡樂時

光光

22月月1717日中午姚餐廳劉佳音與哈佛大學校友在日中午姚餐廳劉佳音與哈佛大學校友在
農曆新年午宴上增強台美互動農曆新年午宴上增強台美互動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長周慧宜台北經文處教育組長周慧宜、、鐘慧鐘慧、、福遍郡長福遍郡長
KP GeorgeKP George、、丁昭信丁昭信、、Dee KochDee Koch等一起慶祝等一起慶祝

農曆豬年春節農曆豬年春節

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鄭昭鄭昭、、郭蓓麗郭蓓麗、、黃泰黃泰
生生、、周明潔周明潔、、莊幃婷莊幃婷、、王秀姿等共度春節歡樂王秀姿等共度春節歡樂

美好時光美好時光

黃初平黃初平、、黃春蘭黃春蘭、、陳奕欣等陳奕欣等、、與前美駐台大與前美駐台大
使夫婦出席盛會使夫婦出席盛會

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夫婦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夫婦、、楊明耕副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
吳國駒總經理吳國駒總經理、、大廳游經理大廳游經理、、公關侯秀宜及公關侯秀宜及AnAn--
dydy 侯等社區代表以及親友們共度春節歡樂時光侯等社區代表以及親友們共度春節歡樂時光

福遍郡長福遍郡長KP GeorgeKP George、、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
長長、、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互動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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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川普總統就職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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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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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移民局針對親屬移民申請出臺
了新政，對親屬移民申請流程中的表格
I-130和 I-485進行了全面更新改版。
對比新舊兩版I-130表格，頁數從2頁
增加到12頁。而新版的I-485表格，頁
數從6頁增加到18頁。這一政策主要為
了打擊“假結婚”等非法移民美國的行
為。

為了打擊“假結婚”等移民美國的
詐欺行為，美國移民局由新I-130A表
格取代原有的G-325表格。並明確規定
，如果申請人是通過與公民或綠卡持有
者結婚獲得的美國綠卡，那麽將不具備
為新配偶申請配偶綠卡的資格，除非滿
足以下例外情況之一：
1. 已成為美國公民；
2. 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3. 能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令其獲得配
偶綠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實；
4. 婚姻是因為喪偶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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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I-130表格在申請人信息一欄，從原來
的14小項，增加到現在的49小項。而
在受益人信息一欄，更是從原來的6項
，增加到現在的62項。頁數從原來的2
頁增加到現在的12頁。

新增的內容主要包括受益人所有以
往的婚姻歷史、父母的詳細信息、詳細
的工作歷史、訪問美國歷史、過往移民
申請記錄等信息，還有移民受益人的族
裔、發色、身高、體重、頭發顏色和眼
睛顏色等內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移民局對
移民申請人填寫的所有資料，以及每一
次簽證時填寫的表格都會永久保存在美
國國土安全局的數據庫。一旦發現表格
前後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即會判定為
欺詐，永遠取消其入境美國的資格。

我們律師樓在處理移民案件中發現
，有的申請人為了圖省事，在國內遇到
盲目追求簽證成功率和利潤而無視法律
的無良中介，把未婚的申請人填寫成已

婚，無子嗣的申請人填有孩子。而申請
人來到美國後，無法出具以前婚姻的結
束證明和莫須有的孩子的出生證明，導
致被耽誤正常的移民申請，甚至被移民
局認定為欺詐，取消現有的非移民資格
，是非常慘痛的教訓，請各位讀者一定
要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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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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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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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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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美國親屬移民收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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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92019第一季度會員慶生會第一季度會員慶生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圖為圖為 「「老協老協」」 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前排左七前排左七))，，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
（（前排右七前排右七））與與 「「老協老協」」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7777位壽星合唱生日快樂歌位壽星合唱生日快樂歌。。

由江震遠老師由江震遠老師（（ 右一右一 ）） 指導的指導的 「「百齡合唱百齡合唱
團團」」 演唱演唱 「「相思河畔相思河畔」 「」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 表演歌舞表演歌舞 「「保庇保庇 」」 。。

老協老協 「「太極班太極班」」 表演表演 「「陳式太極劍陳式太極劍」」 。。「「老協老協」」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左一左一），），僑教中心副主任僑教中心副主任
楊容清楊容清（（右一右一 ），），旁為旁為 「「老協老協」」 9696歲元老董文歲元老董文

染先生染先生（（左二左二 ）。）。

「「春風粵曲社春風粵曲社」」 合唱合唱 「「春風得意春風得意」」 、、 「「天官賜福天官賜福 」」 。。

數百位數百位 「「老協老協」」 會員出席首季慶生會會員出席首季慶生會。。

「「老協老協」」 舞蹈班表演舞蹈班表演 「「打鑼打鼓打鑼打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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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 月中旬，聽到休市
「頤康講座」 良友透露，中國
城百利大道跟w ilcrest交界的商
場內的榮記飯店，已換上新東
家，來者是何方神聖，暫未知
曉，不過生意則 繁忙興旺，客
似雲來，今次接手的老細，似
是猛龍過江，來得有威有勢，
稍瞬之間，己成為休市食家新
寵兒。友人跟我說： 「老楊，
你是休市為食書生，何妨走去
八一八，查過水落石出，以娛
本地食客。」

既蒙大家看重，本書生哪

有不接此任務？不過12 月乃我
繁忙時段，任職於美國學校，
要為2018 年完結前夕作業務總
結報告。而我夫妻二人，更要
為年尾返回中港澳廿日旅遊而
有所準備，所以12 月中旬之前
，實在是 「行不得也哥哥」 ，
對新榮記 「探路打聽」 之行，
只好求諸回美之日好了。

新歲新正13 號週日，我們
從中港澳回到美國老家休斯頓
來。內子兩位姐妹，十分有親
情客情，我們只是送上些微澳
門食物作為手信，他們便執著

在當天晚上，為我夫妻洗塵。
然則晚飯地點何處覓？衆人同
指新榮記。 這一下正中本人下
懷，我早有到訪一行的想法，
今次真是 「 鯪魚腸一下夾中」
，當然是欣然赴宴。

當日黃昏5 點，我們來到
新榮記門前，斯時天寒地凍，
絲絲細雨，慢慢地灑下來，我
們快步入內，只見店中左邊後
方，在廚房出入口處不遠之處
，安裝有一嶄新的售賣油雞、
燒鴨、燒肉的檔口。我記得之
前的舊榮記，並沒有這樣的擺

設，很明顯是新東家的主意，
更有大可能，是新東家認定燒
烤菜式，是他們的拿手好菜，
因此才敢於在食客面前安放。
正當我思潮起伏之際，此時忽
見有位精神奕奕的廚師，走上
燒烤臺上，正手執鋼刀，斬切
熱辣辣的掛爐大鴨。此君十分
面善，似曾相識，我定眼一看
，原來是我跟他相熟的休市赫
赫有名的陳定泉燒烤師傅。正
想上前跟他打個招呼，突然眼
前一亮，見到一位笑容滿面、
手捧熱潭渾的一羊腩煲，捧到

一張8 人大枱之上來的女仕，
乍見之下，又是似曾相識，但
剎那間，又記不起她的名字。
還是內子醒目，己跟她打招呼
： 「嫦姐你好，好生意呀！」

嫦姐與泉哥，是胞兄妹。
兄妹二人同在新榮記飯店出現
，我不會想像他倆是店中職員
，因為世事沒有那麼巧合，反
而認為他們是新店東，比較合
理，想到這裡，我高聲向他倆
表示： 祝你們鴻圖大展，客似
春潮！

楊 楚 楓

沈悶而又苦澀的2018年悄然離去
，2019年踩著小胖豬的步伐悠然而至
。對於希望移民的華人同胞，新的
2019年將會帶來什麽呢？

讓我們首先回顧剛剛過去的2018
年。在這一年，川普當局舉起重錘，
砸向中興和華為兩大中國電訊龍頭企
業，中興趴下、受罰十多億美金、拱
手交出主權、同意美國派員駐紮公司
本部。華為財務總監被扣、至今下落
難料，公司產品也被歐美一路封殺。
中美貿易戰層層升級、硝煙彌漫，至
今未見停戰跡象。川普對中共招招見
血，大有逼迫中共垮臺、中國變天之
勢。在川普當局勢如破竹的攻勢下，
中國的一帶一路、千人計劃和2025規
劃呈現奔潰之象。同時，美國減少或
停止招收中國理工學子、減少給華人
簽發各種簽證、嚴格審查華人投資、
求學、移民、探親、和工作申請，重
拳打擊弄虛作假等移民欺詐。移民局
重新翻出華人律師和中介的庇護欺詐
案，三千多家庭的一萬多張庇護綠卡
被廢、涉嫌庇護欺詐的華人被強令遞
解。另外，在庇護申請上采取後進先
出的政策，申請遞交後21天左右必須
面談，不成功者在獲得工卡前被迫離
境。可以說，無論是中共政府還是中

國民間，在川普當局眼裏，都已跌破
誠信底線。對於想移民美國的華人來
說，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那麽，2019年會不會讓華人更加
步履艱難呢？常言道：成也蕭何、敗
也蕭何。川普當局在打壓中共方面斬
獲甚豐，但他舉起大刀砍向整個華人
移民，則犯違憲大忌。美國憲法嚴禁
種族歧視和欺壓。此外，川普當局在
與中共的貿易戰中若夾帶私貨，停留
在油鹽柴米上斤斤計較，在打擊中共
和華人社區的各種欺詐之時，自己也
引起欺詐和滑頭之嫌，他也會引起民
怨四起。這次美國歷史上最長的35天
政府關門，和川普在修墻經費來源上
的出爾反爾，已經導致川普誠信缺失
、施政乏能，並招致彈劾之聲不絕於
耳。在反對黨步步逼近、腹將反水或
被指控甚至收監之時，川普又首鼠兩
端，舉棋不定，這都會導致他在2019
年首尾難顧、兇多吉少。這也將給重
壓之下的華人移民帶來喘息之機。

簡單地說，2019年對華人移民來
說，各類簽證的審批將比2018年寬松
，職業移民名額增多、綠卡申請速度
加快；另外，只要專制一日不垮，政
治庇護仍是大陸華人主要移民途徑，
且近期較高的面談通過率就是最好的

佐證。所謂庇護已經停辦、拿不到工
卡、面談不過必將遞解出境的謠言不
攻自破。那些面談失敗後工卡都沒有
獲得就被強令離境的移民，可能是沒
有尋求專業庇護律師的指導。生死攸
關之事不可兒戲！若您的確深受迫害
，一定要尋求既專業又負責任的律師
，幫你認真準備，早日獲得保護。以
上分析僅供參考。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
和德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
種移民案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
護和職業移民申請，且於2017年和
2018年連續兩年被評為德州十佳移民
律師。田律師還擁有極為豐富的各地
上庭經驗，同時精通於撰寫各種上訴
狀、上訴成功率高。另外，田律師博
采眾長，擁有美國法學博士學位、英
美文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及電腦方面碩
士學位，還曾擔任華中科技大學外語
系專業英語教師。他為人謙虛、熱情
、責任感強，極具親和力，視客戶如
家人，把客戶的事當自己的事，急客
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憂，樂客戶之
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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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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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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111星期六 2019年2月23日 Saturday, February 23, 2019



中美論壇 BB1212星期六 2019年2月23日 Saturday, February 23, 2019



BB1313基督教
星期六 2019年2月23日 Saturday, February 23, 2019

～思牡札記～

細雨紛飛送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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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9 ( 星期

二)陰雨天

今天逢元宵

節，筆者準備好蔬果青菜湯，加上麥片牛

奶，也煮酒釀湯圓雞蛋，給小何弟兄吃完

早餐後，他隨即開車要往紐約而去，可能

需要開四、五天，求天父保守他一路平安

抵達。

我們家前院內粉紅木蘭花，每年一月

先開花，後吐嫩葉。我非常喜愛這花，百

看不膩。我們家左手隔鄰美國太太Gloria告
訴我這棵花樹是日本粉紅木蘭花）。

送別小何弟兄，天空是細雨紛飛，

10:30am我和福遍中國教會李國宏姊結伴

送愛去Victoria,TX探望王廣衛弟兄曉嬋夫

婦全家，王廣衛弟兄他2/5已回家住，在

Victoria附近醫院做復健。一周三次。我們

是第四次去探訪他們全家人，安慰鼓勵他

們，讀聖經《詩篇18篇》，我們同心為他

們全家暨父母禱告祝福，王弟兄的父母親

2/24將返回中國，

過去八年我和潘牧師曾去維多利亞以

勒團契主日禮拜證道與領成人主日學。

八個月前王弟兄上班途中下雨路滑，

不幸發生車禍，頸椎第5，第6受傷，造成

頸部以下身體癱瘓，他們夫婦也是信主

的，王弟兄38歲，兩個女兒2歲，4歲，真

是需要天父加諸般恩典，慈愛，安慰給他

們全家。

王廣衛全家

感謝維多利亞以勒團契的楊秋容姐妹

愛心請我和國宏姐吃美味午餐，又贈送我

們鳳梨與親手做的紅豆餅，愛心陪伴我們

去探訪廣衛夫婦全家，也求主記念楊姐妹

的愛心。感謝秋容姐妹幫忙我們拍照留

念。

5:00pm我們離開王家。7:30pm我和國

宏姐平安回到家。感謝您代禱，感謝主保

守賜通達的道路。

蘇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幸福的

家庭故事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

各的不幸。」探訪回來，深感各家有各家

的難題與重擔，我們要彼此擔當各人的重

擔...
2-21 
每週四上午我開車30分鐘去福遍中國

教會「長輩中心」派送號角月報50-60份與

美南新聞日報60份。

今天中午有林先生夫婦愛心邀請我和

美秀姐妹母女倆同去享用日本料理（是日

本師傅作廚師與壽司等）去年在美秀姐小

兒子夫婦舉辦聖誕聚餐中，有機會和林太

太談福音，領她決志禱告信耶穌，她感謝

我和美秀關心為她禱告。

林太太她們是印尼華僑，她來美治療

肺癌，已七年，常飛去波士頓治療，今天

我們鼓勵她有機會要安排接受洗禮歸入

基督名下，與主耶穌聯合。 這家KATA 
ROBATA 日本料理店有10年歷史，中午滿

座，很多中外人士等。

◎友人來信回響

1.)潘師母，非常感謝你和過國宏姊專

程開車兩小時來看王廣衛弟兄一家。願主

賜福給他們一家一切平安喜樂。楊秋容/
維多利亞

2.) 潘師母: 謝謝潘師母的update. 願主

記念你們因着愛而付出的一切辛劳。我們

會持續地為王廣衛弟兄一家祷告。劉君

3.)見到師母去Victoria小城探望廣衛

弟兄一家，謝謝您們的再次以榜様行動激

勵我們�好的！親愛的潘師母，您瘦了

些，多保重，我3月4日回TX了，您可以

來住，我招待您 賛嫈/台北探親

三人行:秋容，思牡，國宏姊

4.)感謝國宏姐，有你同行真好，主記

念你的愛心付出，幫忙來去開車，送給曉

嬋家大白菜、青江菜、南瓜、茄子，他們

喜愛中國蔬菜喔！思牡

5.)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和師母同工，

向師母學習。國宏姐/福遍中國教會

6 . )凡事、信心交託，不疑禱告，

「主」必垂聽，以憐憫、恩典親自醫治王

廣衛弟兄。阿們！汪錫彰/福遍中國教會

7.)潘師母，國宏姐妹 : 感謝神！您們

的愛與眾人関懷看到廣衞、曉蟬及兩位可

愛女兒這個甜蜜的家庭，神必看顧醫治疾

病迅速復原，心靈也蒙救贖恩典，父母也

帶著神的愛平安回到大陸，他們所接觸的

親朋好友也都蒙救贖之恩，繼續禱告，所

有嘗過主恩滋味的人都能去分享見證神的

榮耀！楊若夢/新澤西州

8.)潘師母做得好啊，時間都用在荣耀

主名上！張紅霞/西南國語教會

9.)情人節快樂！很高興能夠認識潘師

母，您常常帶給我心靈的喜樂！下半年我

會比較常常去休士頓。有機會去探望您！

麗梅/達拉斯

10.)師母，您的愛心滿滿，遇上有困

難的人(2/3小何弟兄遭大卡車撞上)，您願

意付出愛心幫助接待照顧他，我心感動。

願主保守您。徐菊英/新澤西州

11.)看小何弟兄他遭車禍後車子的狀

況，真的要為他禱告平安地回到紐約！感

謝上帝安排天使潘師母，譲落難的何弟兄

在休士頓有暫時落脚處。王建民/西南國

語教會

12.)師母，為您感謝神，您寫作的恩

賜能在神國度中使用，相信一定是喜樂滿

溢，神使用「美南福音版」傳遞的美好見

證，人心必要在基督的愛中甦醒！

願神繼續恩膏師母手中一切的工！

(pray) 志穎姐妹/康福教會

轉眼又是一年——2019 年。
「年」為上帝所造：「上帝說：『天上

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
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
上。』事就這樣成了。」（創世記 1:14-15）
地球繞太陽一圈就是一年。

上帝為甚麼要造年呢？上帝造節令、日
子和年歲是憐憫我們，一是可以幫我們管理
好自己的生活，何時春種，何時秋收，何時
上學，何時崇拜；沒有年歲來數，很多事都
亂掉了。上了幾年級，對方多大年齡等等，
都會成了糊塗帳。二是可以讓我們知道「怎
樣數算自己的日子」（詩篇 90:12）。人一
生不管活多久，都應承認：我們是客旅，
是寄居的（參彼得前書 2:11）。「我們度盡
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詩篇 90:9）這
個歎息，不是上帝造我們、造年歲的本意。

愛我們的上帝不光造了年，還賜福給我
們。「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上帝的眼
目時常看顧那地。」（申命記 11:12）我們
的春種夏耕、秋收冬藏，就是祂賜下四季，
並賜陽光雨水，讓莊稼生長，從而供應我們
日用的飲食。祂賜陽光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祂在我們家
庭、兒女、生活等方面，讓萬事互相效力，
用我們認為的「自然」和「偶然」方式來
供應我們。上帝不光照顧我們的生活，也

憐憫我們的生命。祂藉著祂的獨生愛子主耶
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又在第三天死而復
活，把永生賜給信祂的人們。所以詩人稱頌
上帝：「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
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

上帝的恩典也會成為我們人生的年輪，
就像樹長一年，其年輪中增多一道圈兒。經
過了一年，祂恩典的工作在我們生命中也會
顯出。樹的年輪經歷過陽光燦爛與風和日麗

年歲的冠冕
錢志群

某天黃昏，我按門鈴進入一個安寧病人
家，她的女兒用手指指她母親房間的所在，
然後一句話也沒說便走開了。我心裡很納
悶，想叫住她卻沒來得及。

隨後我進入一個昏暗的房間，床上躺著
一個人，小小的，一不留神便會走眼看不
見。從事前看過的檔案得知，病人已離婚多
年，有幾個成年的兒女，現在與女兒同住。
去年她癌症復發，不曉得甚麼原因，拖延了
治療期，以致癌細胞已恣意地轉移到其他器
官，直至醫生告之她只有兩星期的壽命，她
才勉強接受安寧服務到家中照顧。

她讓我稱呼她阿玉。她的聲音很小，我
要把頭枕在她耳邊才能聽到她說話的聲音。
若重複問她，或說聽不清楚，她就表現出
很氣餒的樣子。不過有兩件事情，她卻表達
得很清楚：一是不可以向她女兒詢問關於她
的事情，二是不可以與她的前夫有任何的接
觸。我答應了她。說完這兩件重要的事情，
她輕輕地呼了一口氣，然後她說累了，不想
說話，只想睡覺。我心裡想，我開了 45 分
鐘車到這裡，只說了這麼幾句話，我不想
走！我不想離開這孤單的女人。

我問阿玉：「我可否坐在妳的旁邊陪伴
妳呢？」她說：「不用了！我可以替妳簽到
一小時。」我說：「那個不是問題，若妳
不嫌我坐在這裡影響妳睡覺，就把我看作一
個關心妳的朋友就可以了。妳也可以隨時示
意我離開啊！」她說：「好吧！」我細心地
替她把毛毯及枕頭弄好，並對她說：「妳安
睡吧！」沒多久她就睡著了，而且輕微地打
呼。

我也閉起眼睛養神，漸漸地聽到自己緩
慢的呼吸聲，我立刻警覺地睜開眼睛看看阿
玉。她的樣貌娟秀，雖然睡著了仍是皺著眉
頭，我本能地把手輕輕放在她的手背上。過
了一陣子，阿玉把手從我的手中抽出來，放
在我的手上，而且緊緊地握著。這時候因為
房間昏暗，聲音靜寂，我的手被緊握著，不
能做任何事情，只有再次閉起雙眼清靜。沒
多久，我又再次聽到自己的呼吸聲，但這次
我警覺不來了，阿玉的手也放鬆了。我把手
抽開握著她的手，我們都在半睡半醒中。一
會兒，阿玉再次把她的手抽出來握我的手。
不曉得過了多久，也不曉得我倆的手交替互
握了多少次。

最後，我們差不多同一時間醒來，阿玉
給了我一個甜美的笑容，並且告訴我：「我
夢見天使緊握我的手到處飛翔！」我好奇地
問她：「阿玉，那天使長得甚麼模樣呢？」
她望了我一眼，然後說：「那天使長得有點
像妳呢！」我微笑回應：「阿玉，妳有信仰
嗎？」她說：「我與丈夫曾是教會中的活躍
分子，但自從離婚後，已有十多年沒有踏足
教會了，我想不單教會把我除了名，連上帝
都忘記了我！」我告訴她說：「上帝不會忘
記我們，祂會耐心地等候我們回轉。聖經記
載：『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
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
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
常在我眼前。』（以賽亞書 49:15-16）」

這時阿玉已淚流滿面，我幫她把眼淚擦
乾，緊握她的手為她禱告，懇求上帝的憐憫
和接納，她誠懇地說：「阿們！」我問阿玉
是否要我替她找一位牧師來探望她，她說：
「不用了，就請妳作我的牧師吧！」

我離開的時候留下一個聖詩光盤，請阿
玉的女兒為母親播放。她似乎沒有意思問我
剛才跟她母親談了甚麼，只是準備替我關
門。我告訴她，剛才我為她母親祈禱，若她
願意，我下次來也希望可以跟她談談話。她
女兒同意了。

過了兩天，阿玉的女兒緊急找我，告訴
我她母親情況急轉直下，很希望我儘快去探
望她。當我匆忙到達阿玉家時，她女兒開
門向我微微點頭，並告訴我：「這兩天，我
母親心情比以前平靜多了，不再無理取鬧，
也願意讓我親近她。妳來探望的當天，我剛
被母親趕出房間，所以我為當天的無禮向妳
道歉。」這使我想到，有時不能僅僅因為
一件事就對人做出判斷。我安慰了她一下，
也給了她一篇關於照顧臨終病人的資訊。這
時她女兒紅著眼眶說：「請妳繼續幫助我的
母親，她是一個苦命的女人，我們幾兄妹看
到父母失敗的婚姻，也對婚姻很恐懼。母親
辛苦地獨力撫養我們長大，她是一個很好的
媽媽，我們也很愛她，但不曉得怎樣表達，
特別在這個關頭。」我問她：「妳曾否親
口告訴妳母親她是個好媽媽？妳謝謝她，愛
她？」同時，我告訴她女兒：「請先讓我看
看妳媽媽，等下再跟妳詳談。」

有些時候，探訪者趕到病人家，還未見
過病人就在客廳與家人談話，了解病人情
況，一下不留神，病人在房中已過世。所以
我有習慣先看看病人才與家人談話，甚至有

一次我為病人祈禱，因我習慣閉起眼睛禱
告，從小被教導不可偷看，結果病人已停
止呼吸而我卻不知道，當時因為病人的女
兒沒有閉起眼睛祈禱，所以立時知曉情況
而告訴我。

進入阿玉昏暗的房間，前兩天探訪的情
景仍歷歷在目。她知道我來了，示意我坐
近她身旁，她的身形和聲音比之前更細小，
雖然用了氧氣仍然呼吸急促。我跪在她床
邊，側耳聽她說話。還好，我聽聽猜猜，
聽到她說「野地的花」。我問她：「妳想
聽《野地的花》這首詩歌嗎？」她微微點
頭，可我心想這回糟糕了！這首詩歌我很
多年沒唱了，還記得這首歌剛面世時，我
還是青春少女，當時還伴著吉他唱，非常
前衛！現在我既沒有吉他，又沒有手機，
又許久沒唱了，如何是好呢？但是無論如
何，還是唱吧！「野地的花，穿著美麗的
衣裳，天空的鳥兒，從來不為生活忙。慈
愛的天父，天天都看顧，祂更愛世上人，
為他們預備永生的路！」我戰戰兢兢、半
信半疑地唱完這首詩歌。噢！意猶未盡，
再多唱一次：「野地的花，穿著美麗的衣
裳……，為他們預備永生的路！」

阿玉又再一次淚流滿面。我告訴阿玉，
上帝已為她預備了永生。阿玉示意她聽不
到我說話，用手拍拍她的身旁。我問她：
「妳想我躺在妳旁邊嗎？」她點點頭。我
想想，好啊！這樣，我們就會清楚地聽到
彼此說話了。我躺在阿玉的身旁，雖然蓋
著毛毯，她的身體還是涼涼的，我本能地
抱著她細小的身軀，一陣涼意透入心肺，
我立時打了個冷顫。阿玉說：「清心，妳
的身體很熱，妳的熱氣令我感覺到我仍活
著！清心，我是否得救呢？我已離開主耶
穌很久了！」我告訴她：「聖經清楚地記
載：『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
書 2:8-9）」阿玉回應說：「我唸過這節聖
經。」我問她：「妳願意再次接受上帝賞
賜的永生，就是主耶穌為我們的罪受死的
救恩嗎？」阿玉說：「我願意！」我抱著
阿玉為她祈禱，求主耶穌赦免她、接納她、
帶領她在世最後的日子裡心靈得安寧！我
們一同說「阿們」。

這時，阿玉的女兒叩門進來，很驚訝地
看見我抱著她滿面淚水的母親。我把詳情
告訴了她，她女兒說：「媽媽，我也想把
熱氣傳給您，給您溫暖，因為我愛您，感
謝您為我們兄妹犧牲了一生。」我趕緊從
床上起來，讓阿玉心愛的女兒躺在床上，
抱緊喜極而泣的媽媽，我再次細心地替她
們把毛毯及枕頭弄好，並對她們說：「安
睡吧！」

翌日，收到阿玉女兒的電話，告訴我：
「昨天我一直睡在媽媽的旁邊握著她的手，
想到我實在虧欠母親太多，無以為報，我
實在不願意離開她，而且她也一直緊握我
的手，所以我起來吃了些東西又再躺下。
深夜時分，母親在我的懷中，當我熟睡時
無聲無息地安息了。」

（作者現居美國，曾從事家庭護理員兩
年，任家訪護士，服侍醫生證實只剩下約
六個月生命的病人。）

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654 期

一抱泯恩仇 
   
清心

的日子，也經歷過烏雲密布和狂風暴雨的
時候。過去的一年，我們是不是認識了這
位滿有恩典的上帝？我們對上帝有沒有一
顆感恩的心？

猶太人新年第一天必要做三件事：
1. 反省與悔改。一年裡自己犯下的罪，

求上帝饒恕。
2. 警醒與祈禱。參加會堂的新年禮拜，

虔誠祈禱，祭司要三次吹響羊的號角，表
示對上帝的敬畏和信心；同時，號聲也提
醒上帝的審判，使自己在新的一年裡謹慎
自己的言行。

3. 一些虔誠的猶太人要去海邊，或到
有水的地方，舉行贖罪儀式，並頌讀舊約
彌迦書七章 18 至 20 節經文：「上帝啊，
有何神像祢，赦免罪孽，饒恕祢產業之餘

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必
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
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讀完
經文，他們搖動衣服的邊，表示拋棄了罪
惡，成為聖潔。還有的人在這一天，把自
己過去一年所記得的罪寫在紙上，然後投
入火中燒掉，表示潔淨自己的罪。

新年是一年最好的開始，我們有沒有
人生的新計劃，願不願上帝用祂的恩典來
計劃我們、帶領我們？上帝就是愛，祂能
賜陽光雨露，祂能掌管日月星辰，祂定下
春夏秋冬，祂更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如
此大能大愛，我們又為何不願意來到祂面
前，接受祂作為我們生命的主，歲歲年年
以祂的恩典作冠冕呢？

文章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68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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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好處講，這位學佛者可能是在個人的

內修方面，有所增益，感覺自己需要好

好地收攝身心，或讀經、或靜坐、或念

佛，多培養定慧之功。本來由動轉靜，

也是一種訓練，可以令自己沉澱下來，

讓向外奔馳的心，返回自家，好好地觀

察自己，了解自己。但是假如一個人靜

下來後，就不想再應酬人事，經常閉門

自修，杜絕一切，連度人學佛的事都無

興趣時，那就有待商量和調整。

佛陀住世時，要比丘、比丘尼托缽

乞食，我覺得那是一種很好的訓練和安

排，規定出家僧人，一定要走進人群之

中，與社會大眾接觸，隨機弘法。如果

人人都躲進山林中禪修，佛法的弘傳，

又靠誰來承擔呢？

1990年玉佛寺落成開光後，再經

三年的人事安排，等一切就緒，九四

年春，我決定要恢復靜修生活，並準

備辭去德州佛教會的所有職務。但經

過一年的靜修和觀察，感覺來美弘法

的出家人實在太少，緣於「不忍聖教

衰」的心情，我又重回佛寺，並寫了

一首「發心功德歌」，鼓勵會眾。我覺

得現代的學佛者，一定要能靜能動，內

外兼修，起大悲心，關心佛教，關心眾

生，在靜定的鍛鍊中，不要忘記延續佛

法慧命的責任。

二、在順境中不忘無常

人在順適的環境中，常常以為一切

因緣現成，永恆如此，不會改變，而忘

了無常就在眼前。由於不如實知身無

常、心無常、事無常、一切法無有常

性，人在順境中，就會得意忘形，不

知珍惜因緣，善用因緣，活在當下。

一旦人生起了大變化，遇到不順心的

境界時，人才突然醒悟，後悔自己沒

有做充分的準備，顯得手足無措，缺

乏應對能力。

很多年前，有位居士邀請我去她家

小坐，目的是希望我和她的公公講講佛

法，安慰老人。這位長者，年逾八十，

是一位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過去在台

灣工作時，對台灣的發展很有貢獻。他

說自己的人生算是一帆風順，功成名

就，不愁生活，日子非常安穩，所以

從來也沒有想過要接觸什麼宗教。他

自認為自己非常理性，也不需要用任何

信仰來寄託。不過兩年前，發現身體有

癌症，終於促使他要思考，如何面對生

死的問題。我跟他說，佛教本來就不是

信者得救的宗教，乃是以智慧來如實觀

察生命的因果關係，令人離苦得樂的教

法。我們談了很久。再隔半年，老人又

主動邀我去他家座談，很認真地問我，

人死後有沒有未來？我說生命不會因身

體的老死而中斷，會持續向前開展，並

且還能隨願往生。接著教他持念佛號。

又隔幾個月，媳婦跟我說，她公公想皈

依，不巧我要出遠門，就請淨海長老為

其授皈依。這位長者的故事，令我印象

深刻，也讓我常常自省，在順境中，莫

忘無常。

三、在忙碌中不忘放下

現代人愈來愈忙碌，在忙碌中，內

心也愈來愈有壓力，無法放鬆自己。前

幾天看新聞，有一則路透社的消息說，

韓國人因為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太大，有

一招解脫的方法，就是進假監獄，把自

己囚起來。在牢房裡，不說話、不用手

機、不應酬任何人。讀完這段新聞，我

也有些不解，為什麼大家不去找個地方

閉關呢？在關房裡，也可以把自己與外

界隔絕起來。

人類科技的發明和進步，本意是給

打開心燈

宏意

人提供方便，但想不到有了種種方便

後，我們又用這些方便，製造種種忙

碌。汽車可以代步，正因為有汽車的方

便，我們就會計畫多跑幾個地方；手機

可以隨身使用，正因為有手機的方便，

我們通訊聯絡的次數大增；飛機可以縮

短旅程的時間，正因為有飛機的方便，

我們可以在短短的幾天，在太平洋上，

來回奔波。有時候，忙碌的生活，也會

讓人自我肯定，覺得自己很有用。甚至

有的人，會以忙碌來自我麻醉，閒不下

來，人一閒就心慌。直到有一天，身心

無法承受，壓力變成煩惱時，人才會警

覺要自我調整。

我覺得人生在世，本來就應珍惜光

陰，珍惜因緣，用「該做能做盡量做」

的態度來生活。設法在應世的過程中，

修福修慧，圓滿自己。但是在精進努力

中，一定要學習「隨做隨放」，只問

耕耘，莫憂收穫，把得失心放下。真

能放下得失時，人才能在忙碌中，保

持輕安。

四、在困難中不忘堅持

在蕅益大師的「十不求行」中，有

幾句開示說：「處世不求無難，世無難

則驕奢必起。」「立行不求無魔，行無

魔則誓願不堅。」「謀事不求易成，事

易成則志存輕慢。」這幾句話，數十年

來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裡，以作應世

之座右銘。因此，在籌建菩提中心的過

程裡，每逢遇到困難，我就做此思惟：

第一、這是正常的，世間法本來就隱藏

著種種問題。第二、正因為有問題，我

們才有機會開發智慧，培養耐心，找出

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三、我覺得要完成

一件對佛教、對社會有益的事，本來就

不容易；正因為有其難度，這些因緣才

會留給有心的人去做。台灣有首歌叫「

愛拼才會贏」，我覺得人不但要拼，而

且還要能堅持，唯有堅持者，才會走到

最後的目的地。

五、在修學中不忘無我

在多年的反省和觀察中，我覺得

很多人發心學佛的初心都是真誠而珍

貴的。基本上，當我們皈依三寶的時

候，人人都希望改進自己，昇華自己，

修福修慧。一直到學佛多年後，我們的

修學態度，才會慢慢有些分歧。有的人

越學越謙虛，常常覺得自己有所不足；

有的人卻剛好相反，越學越傲慢，自覺

心有所得，行有所成，高人一等，起增

上慢。有增上慢者，必然是我執深重，

與「諸法無我」的教法，毫不相應。因

此，在修學的過程中，不論我們讀什麼

經、念什麼佛、行什麼禪、任什麼職、

講什麼法、度什麼人，心裡永遠要記

得，「打破我執」是學佛的根本目的，

只要我執不除，我們要止息煩惱，解脫

生死，全是空談。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受人批評，讓

人說說閒話，也是一種修行的助緣。每

逢聽到有人對我有意見，我都藉這些機

會，做些反省：第一、自己是不是有

過，若真有過，必須馬上修正，感謝對

方的批評。第二、如果對方是有誤會或

是為反對而反對，表示自己並非完人，

善緣不足，仍要加強結緣，多作溝通。

第三、當世間裡有人說我們好不好的時

候，自己是否還能保持慈悲喜捨的平等

心呢？我現在雖已年過六十，但內心裡

仍然覺得，修道不易，永遠要保持活到

老學到老的心情，直到打破那個以自我

為中心的無明殼子，千萬不要走上人愈

老我執愈重的路子。

結語

在《大乘廣五蘊論》中，講到五別

境（欲、勝解、念、三摩地、慧）時，

對「欲」有如下解釋：「云何欲？謂於

可愛樂事，希望為性。愛樂事者，所謂

可愛見、聞等事。是願樂希求之義。能

與精進所依為業。」印順導師在其講記

中說：「欲、其實也有好有壞，不過不

管好不好，就是和『希望』『欲望』差

不多。普通佛法裡講欲望是很不好的東

西，事實上，我們想要成佛，也要有

欲，想要了生死，也要有欲，所謂『

欲為一切法本』，欲對好的壞的，都是

很重要的東西。」我想我們發菩提心，

也是一種願求，將心中的欲望，轉為向

善、向上的動力，把凡夫的貪欲，淨化

昇華為自度度人的願力。

佛門中有一句鼓勵人的話，就是：

「你要發心。」發什麼心呢？那就要看

當時談話的目的。有的說：「要發心為

眾服務。」有的說：「要發心每日禪

修。」有的說：「要發心勤念佛號。

」有的說：「要發心廣行布施。」甚至

在用齋吃飯時，寺院裡也會說：「請大

家發心把食物吃完。」發心，簡單講，

就是開發心力，把原來無意要做的事，

承擔起來，用最大的努力，將之完成。

依佛法的分析，世間一切皆由心造，心

生則種種法生。心亦如工畫師，能畫種

種物。所以人的內心裡，隱藏著無限的

潛力，有待開發。只要能打開心扉，法

門無量誓願學，人人都能增長智慧，成

就福德。

從解脫煩惱的立場講，真正的發

心，是要發追求覺悟之心。愚癡無明，

乃是眾生不得安樂的根本原因。從自利

利他的角度講，一位學佛者，不但要自

度，同時也要度人。所以大乘菩薩行者

的發心，不僅是追求覺悟，也要發起大

悲心，廣度眾生。因此，真發心者，乃

是「發菩提心」。菩提心的內涵，就是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在實叉難陀法師

所翻譯的《八十華嚴》裡第十七卷「初

發心功德品」中就有一些有關發心的說

明：「三世一切諸如來，靡不護念初發

心。」「進定根力等眾樂，靡不皆由初

發心。」「十方世界諸如來，悉共讚歎

初發心。」「欲知一切諸佛法，宜應速

發菩提心。」「欲滅眾生諸苦惱，宜應

速發菩提心。」從經文的內容看，發菩

提心者，就是要知法滅苦，一旦發了

心，就要設法維護保持那份最初的意

願，不要忘失。因此在佛教中，又有

「不忘初心」的說法。

當人發心之後，如何不忘初心，如

何將菩提心落實在生活中呢？那是一門

大學問。菩薩修行，歷經三大阿僧祇

劫，目的就是要上求下化，實踐菩提

心。每當為人證授皈依，唸四弘誓願

時，有的人會有些困惑，我真能「眾生

無邊誓願度嗎？」我覺得這些誓願，都

是為我們指示了一個大方向，確定要往

這個目標邁進，至於如何實現，那就需

要從小處著手，點滴累積，集少成多，

千萬不能好大喜功，反而給自己增加壓

力。所以在皈依之最後開示時，我就鼓

勵皈依者，從今天開始，要在每日的生

活中，與所接觸的人，廣結善緣。只要

我們能念念堅持，日日不斷，經常地關

心他人，照顧他人，這就是「眾生無邊

誓願度。」

由於世事多變，人情複雜，想要上

求下化，不忘初心，學佛者確實需要有

一份自己的計畫書，看看在現實的人事

環境中，如何自利利他，自度度人。我

提出一些觀點，與有緣者分享。

一、在靜定中不忘悲心

我常常發現，有的人沒有學佛之

前，相當活躍，經常與人聯繫，熱心

服務。但學佛多年後，突然就安靜下

來，開始喜歡獨居靜修，不樂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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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的不解之緣

—— 專訪阿珠師姊 ——

在德州佛教會久一點的會友們，都

應該認識這位老會友，也常常在佛寺見

到她光鮮整潔的身影，她為人熱心直

爽，在佛教會發心近四十年，大家都

親切地稱呼她一聲「阿珠」師姊。阿珠

師姊的本名是許瓊珠，早年和家人住在

明尼蘇達州，那裡的冬天非常冷冽，來

自台灣的她完全無法適應，因此經常生

病，醫生建議她搬到比較溫暖的城市，

身體自然會好轉。就這樣下了決心，全

家人移居至休士頓，根據她的推算那年

應該是1976 年左右。

問及阿珠師姊原生家庭的信仰，她

說父輩和幾代以上都是信奉道教和民間

信仰，根本不知正信佛教為何？自己也

從未接觸過佛教。到了休士頓，有一次

頂好商場內世運糕餅店的老闆向她提

及，在同商場內有一個「佛光講堂」

，有一群佛教徒定期在那裡共修。由

於好奇心的驅使，令她想去探個究竟，

第一次造訪時，正好碰見林素瀅師姊在

擦講堂的玻璃，有了與佛教的首次接觸

後，開啟了她與佛教會的不解之緣。自

此之後，她便持續在佛光講堂和佛光寺

兩處與信眾們共修和聞法，同時也發心

負責打掃環境、準備食物與茶水。1985

年的佛誕日，她終於決定成為正式的佛

弟子，由淨師父和宏師父的共同主持

下，在佛光寺皈依了三寶。

之後隨著玉佛寺的興建啟用，師姊

也投入了會員組的義工行列，例行的週

日法會她負責殿內知賓和準備大殿的供

果；在大法會和義賣會時，她也會抽空

支援廚房香積組的工作，每年義賣會當

天師姊會固定負責佛教文物、佛像、佛

具的攤位，多年來不曾間斷。過去的她

並不精通於素食料理，經宏師父親自教

授她「大鍋菜」的作法後，竟然得以在

佛七靜修時，大展身手，為大眾備辦午

齋了。

開朗的阿珠師姊談及自己能在佛教

會發心這麼多年而且能始終如一的緣

由，是她太喜歡佛教會的成員及環境。

與會友們相處時她總覺得十分融洽、舒

服，也受到尊重；法師們的慈悲和平易

近人更是她學習的楷模。多年來她感恩

師父們的身教、言教，讓她有機會不斷

學習、成長，終於能體會到學習佛法的

好處：懂得轉變不愉快的情緒，不和別

人計較，放下自己的堅持，能多為他人

著想，並調伏瞋心。師姊深感無常的迅

速，自己已年至七十，但仍自我期許在

身體狀況許可下，隨緣盡分地為佛教會

繼續發心，服務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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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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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車禍不要出了車禍不要緊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治，，獨家牽引療獨家牽引療法法！！

本命年水風店蕭大師專欄本命年水風店蕭大師專欄55
弘揚國學弘揚國學，，周易愛好者免費學習周易愛好者免費學習，，隨到隨學隨到隨學！！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周易為國學中的精華，
周易的功能之一就是預測，也是最奇妙最引人入
勝的，很多人想學習周易但不得其法，《周易》
是一部神秘而難讀的書，很多人翻開《周易》，
看到第一卦《乾》的卦辭“元亨利貞”時，便已
如墮迷霧，不知所雲，不得不望而卻步。

學習《周易》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周易
》是一部什麽樣的書。從學術的角度看，《周易
》由四個基本內容組成：經、傳、學、術。

“經”的本義是織布時的縱線。織布有經線
和緯線，緯線圍繞著經線來回編織。由於經線是
固定不動的，“經”便有了“恒常”、“不變”
的意思，後人就取“恒常不變”之義，來描述
“經”的恒定性。《周易》中的“經”則指六十
四卦，這是《周易》最本初的文本，也是《周易
》最根本的內容。六十四卦大概形成於西周初中
期，又經過西周晚期的補訂而成書，我們習慣說
的“易經”，主要是指六十四卦，《周易》每卦
都由六個爻組成。這六個爻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
來分類，有六分法和三分法、兩分法之別。六分
法是將六個爻分為六個部分。初爻，也就是最下
一爻代表庶民，上面各爻則依次代表士人、大夫
、卿、天子、聖人。三分法，也是從初爻開始，

將相鄰的兩爻放在一起，其中最上的兩爻代表天
，中間兩爻代表人，最下的兩爻代表地。二分法
是將上面三爻和下面三爻分開，合起來就是一個
成型的卦。如天水訟卦，上面三爻為乾卦，下面
三爻為坎卦，留個爻合起來為訟卦。《周易》就
是將中國古代對於宇宙規律的樸素認識進行總結
歸納，形成一套解釋宇宙的理論系統。這套系統
將天地萬物的構成總括為幾種基本物質，而這些
基本物質間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六十四卦，用
以描述人類社會運行的大致情形。六十四卦，每
卦六爻，從而形成三百八十四爻，各爻之間的關
系代表著宇宙發展的秩序。這樣，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就把人類社會中的基本可能性概括出來
，成為我們判斷吉兇、審時度勢、修養自我的外
在參考。

我們現在常說：有圖有真相。就是說再多的
語言表述，有時候抵不過一個直觀物象展示出來
的內容更豐富。中國古代的占蔔常用象來表述預
測的結果，比如《推背圖》便是用六十四幅圖畫
描述占蔔的結果，從而蘊含更多的可能性。有時
候簽詩或者占蔔之辭都會采用描述性的語言，要
麽打個比喻，如用“馬走山川”形容境況十分艱
辛，采用“積石成玉”比喻厚積薄發等。即便在

後世《周易》的解讀中，有時也會一些帶有形象
感詩句來概括其義，例如《鼎卦》的卦辭是：
“大吉大利，亨通。”但後世占蔔者為了讓人更
明白，就編寫了更為形象的詩句：“鶯鶩蛤蜊落
沙灘，蛤蜊鶯鶩兩翅扇，漁人進前雙得利，失走
行人卻自在。”用比喻方式進一步描述了大吉大
利的境地，就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中國民間玄學五術，即：山、醫、命、蔔、
相。

山：即仙學，包括修典、煉丹、符咒。
醫：即傳統中醫，憑借經絡學，以導引、祝

由術、方劑治療。
命：即命學，依靠八字、星辰、神數來推理

命運。
蔔：即占蔔，太乙、奇門、六壬為式蔔，梅

易、六爻為卦蔔，測字、占夢、抽簽為雜蔔，蓍
筮、擲錢為易占，以預測吉兇。

相：即相學，乃世之大學問，相天術（星相
），相地術（風水），相人術（面相、手相、體
相、音相等）

如果您愛好周易或者想學習玄學知識，練習
推算四柱八字或算卦，學習風水知識，蕭大師願
意免費教授，和易友們互相切磋，品茶論道，隨

到隨學。請電話預約。
高手在民間！具體個人八字運程和破解轉運

方法，請咨詢周易大師蕭大師。
本命年風水店

地址：851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電話：346-760-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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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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告
星期六 2019年2月23日 Saturday, February 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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