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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

(382) 343-5416
R01- Shirley Li 美玲地產-4C_567

煲
來
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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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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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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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本周四下午赴麥當勞叔叔之家捐款
捐出今年兩場京劇演出節餘，幫助免疫系統異常兒童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國際佛光會休士
頓協會本周四（11月14日）下午，由中美寺當
家覺法法師，覺妙法師，及 「中美文化講壇」
趙辜懷箴督導領隊，率領佛光會會長陳傳億，
中美文化講壇總監劉建昆，陳慧玲，許文美，
古美香，蕭瑛貞等人前往 「麥當勞叔叔之家，
」（Ronald McDonald House ),捐出 「中美文化
講壇」今年9月14日及9月15日辜公亮文教基
金會新劇團在休市Hobby Center 的兩場演出結
餘款$ 23297.27 元。全體出席人士並在 「Ron-
ald McDonald House 」 兩位工作人員的帶領下
，參觀 「麥當勞叔叔之家」各種支持兒童健康
和福址的計劃。他們也籲請慈善人士一起加入
，幫助有需要的人。

他們在陪同大家參觀時表示：麥當勞叔叔
之家（Ronald McDonald House）的任務是創建
，尋找和支持可直接改善兒童及其家庭健康和
福祉的計劃。許多家人離家很遠，或許他們要
離開家或分居很長一段時間; 因此，他們需要花
數週或數月的時間才能為重病或受傷的孩子進
行治療。 對於面臨嚴重醫療危機的孩子來說，
沒有什麼比缺乏父母為愛和支持而讓人們擔心
。

麥當勞叔叔之家（Ronald McDonald House
）為家庭提供了一個讓它成為許多人的家庭的
地方，因此他們可以不用花很多錢去看護住院
的孩子。我們的房屋建基於這樣一個簡單的想
法：當一個家庭專注於孩子的健康時，他們不

用擔心麥當勞叔叔之家是不是他們可以負擔得
起的住所，不用擔心下一頓飯或晚上將在哪裡
休息。
我們相信，孩子住院時，家庭的愛與支持與處
方的最強效藥物一樣有力。 讓家庭共同面對疾
病，因為家人在一起時會更強壯。 通過留在麥
當勞叔叔之家，父母可以更好地與孩子的醫療
團隊進行
溝通，並在需要時掌握複雜的治療計劃。讓他
們還可以專注於孩子的健康，讓孩子得到最好
的照顧
。當您的孩子生病時，即使相距離數百里或數
千里，您的孩子也能夠得到最好的護理照顧。

麥當勞叔叔之家提供一個不需要任何費用

的住宿場所，使家庭能夠獲得專門的醫療服務
。

根據可用的設施家庭服務包括在每個房屋
可以享受：家常飯菜，私人臥室和兒童遊戲室
。

志願者和捐助者的慷慨捐助也可能提供可
用免疫系統異常兒童的特殊套房，認可的教育
計劃，娛樂活動，非臨床支持服務和同級支持
服務。

我們真誠邀請接受服務的家庭為每晚的住
宿做出捐款，以幫助其他的家庭繼續開接受服
務。 然而，我們不會拒絕貧窮的家庭，或拒絕
他們將來使用該計劃，也不會強迫人們捐款。

光鹽社健康講座臨床試驗
（本報訊）主題: 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BINGO賓果遊戲

講員: Lynne H. Nguyen, MPH

MD Anderson

時間: 12月7日,星期六,下午2-4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1, Houston, TX 77036)

臨床試驗是由病患協助進行的醫療研究，

透過病患自願嘗試新的診斷技術或療法，或自

願加入特定疾病的群體接受觀察，找出預防疾

病或改善生活品質的方式。這次的講座邀請了

安德森癌症中心- Lynne H. Nguyen 講解臨床試驗

的基本概念。將會透過常規的賓果遊戲，用圖

片解釋基本概念，例如：研究，臨床試驗，臨

床試驗的階段，參與的好處等。希望在這些培

訓課程中提供的信息能夠幫助個人在被要求參

加臨床試驗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Lynne在休斯敦大學獲得的理學學士學位和

德克薩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公共衛生碩士學

位。Lynne Nguyen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社區參與的

轉化研究中心的項目總監。她領導安德森癌症

中心努力提高少數族裔和女性對癌症臨床試驗

的認識，了解和參與。她的專長和背景包括20

多年促進社區-學術研究合作夥伴關係，社區規

劃和需求評估，方案規劃，實施和評估以及健

康素養和文化能力培訓的經驗，尤其側重於解

決醫療不足人群的健康差異。

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左三左三））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督導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
（（左五左五））一行於本周四前往一行於本周四前往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捐款捐款，，由代表由代表（（左四左四
））接受接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中美寺一行在中美寺一行在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趙家捐贈的物業前合影趙家捐贈的物業前合影。（。（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麥當勞叔叔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的解説員的解説員（（右三右三））介紹該功能介紹該功能，，即住宿不需付費即住宿不需付費
，，並可獲得專門的醫療服務並可獲得專門的醫療服務。（。（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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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府知州朱海潮这晚做了个怪梦

，梦醒后，他觉得右手食指隐隐有些痒

，点灯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只见一条

红色的线从指尖沿手指伸到了掌心。

开始他以为是被什么东西画上去的

，急忙叫人拿水来洗，谁知搓了好一阵

，颜色却没有退。再看时，那条线原来

在皮肤的下面，颜色也从鲜红变成了紫

红，并且有一阵奇痒从手指上传来。

朱海潮吓坏了，急忙派人去请大夫

来，大夫看了半晌，拿出一根银针对着

红线插了下去，顿时一股鲜血喷了出来

。大夫叹息一声，说：“这是一条血线

，我行医这么多年，从没看到过这样的

病例。”大夫也没有良策，内服外洗的

药开了不少，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

条血线冷不防就让朱海潮的手一阵奇痒

，越痒越抓，越抓越痒，这让他烦恼无

比。

这天晚上，朱海潮去赴宴，喝得酩

酊大醉，回来倒头就睡。谁知第二天早

上起来一看，这条血线竟然又长了，已

经越过了手腕。他吃了一惊，莫不是因

为喝酒引起的?这下，洒是不敢再喝了，

可没想到，这血线并不因为朱海潮戒了

酒而停止，没过几天，它就爬到了小臂

的中间。而且痒的时候，似乎有无数只

虫子在手臂里咬，直闹得他恨不得将手

给砍了。

朱海潮只好将城里的大夫全请了过

来，可大夫们各有各的说法，什么方法

都用尽了，仍然没法阻止血线的前行。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这条血线已经从

指尖一直伸到胸口前，看样子它将要一

直往心脏里走。朱海潮一天到晚除了抓

痒外。几乎没法做任何事，而且从手一

直到胸前，已经被抓得没有一块好皮肤

，人也被折磨得皮包骨了。

这天，朱海潮的一个朋友路过江州

前来探望。看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朱

海潮，他突然问了一句：“大人是不是

曾遇到过一个叫玉真子的人?”朱海潮听

了一怔，不禁问道：“你为何如此说?”

那人叹息一声，说：“我听人说过

，有一位地方官也患上你这样的病，据

说他在临死前，曾提到过玉真子，说忘

记了什么誓言，这才招致如此灾祸。可

谁也不知道，这位玉真子是何方神圣。

”

朱海潮听完，顿时觉得身上冷汗涔

涔。这位玉真子他当然认识，如果没有

这位道人，甚至没有他朱海潮的今天。

他又想起了当初曾说过的话，莫不是誓

言灵验了?

原来，朱海潮从前家境清贫。那年

他进京赶考，路过青龙山下时，突然患

了急病，而身上带的银子也被人偷了。

客栈的老板将他赶出了店，又冷又饿的

他，最后昏倒在路旁。可等他醒来的时

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一个道人

正给自己喂

粥，这人就

是玉真子。

玉真子不但

救了朱海潮

，还给了他

进京赶考的

盘缠，对他

有大恩，所

以当年朱海

潮曾对玉真

子发誓说，

将来一定好

好报答。可

后来他被任

命为一方官

员，根本没

有机会再去

青龙山，想

来一定是玉真子怪罪他没有兑现誓言，

这才降下这场灾难。

想到这里，朱海潮立即派人打点礼

品，又带着金银上了路。可来到青龙山

一打听，玉真子几年前就仙逝了。有个

弟子拿出一块玉牌来说，玉真子仙逝前

曾留言，如果有官员来感恩的话，就交

给其人。

朱海潮接过玉牌一看，大叫一声倒

在地上。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字：血线穿

心，神仙难救。

醒来后，朱海潮感觉自己的病情更

重了，那根诡异的血线，已经离心口不

远。朱海潮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只好下

了山回到江州府，叫人准备后事。

就在朱海潮感觉病一天比一天重的

时候，这天手下人来报。有一高一矮两

个道士求见，自称是玉真子的弟子，知

道血线的解救办法。朱海潮一听大喜，

急忙将人迎进府来。

见了面，高个子道士一开口就索要

数千两银子，朱海潮虽觉得这人有趁火

打劫的味道，但此时性命要紧，当下不

敢怠慢，将银子送上。两个道士也不客

气，将银子悉数收下，矮个子当天就离

开了府衙，只留下高个子道士一人呆在

府衙里。

就这样过了几天，高个子道士每天

只是关在屋子里读书，既不作法请神，

也不去探望病人。朱海潮有点坐不住了

，就派人去催，那道士只是说：“这事

急不来，过几天再说吧，只要心诚，大

人的灾难一定能解!”

朱海潮无可奈何，只得等了。几天

后，矮个子道士回来了，两人这才一起

去见朱海潮。

本以为这次可以开始救治了，谁知

高个子道士又说：“上次的钱拿去请神

了，可还不够，大人还得再给一次。”

朱海潮哪里还敢在乎钱，只好又拿出不

少银子来。

这天，师爷来到朱海潮跟前，皱着

眉头说：“大人，我总觉得这两个道士

形迹可疑，老是要钱，却不肯救治，莫

非是来骗钱的?”朱海潮心里也起疑，便

派人随时留意道士的动静。不久，手下

人回报说矮个子道士又走了，朱海潮忙

吩咐师爷一定要盯紧高个子道士，千万

不能让人溜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朱海潮心急如焚。

可高个子道士仍旧天天看书，闭口不谈

治病的事。又过了几天，矮个子道士才

回来。看到两个人进了屋里，师爷心念

一动，对几名衙役一摆头，大家悄悄跟

了过去，躲在窗后偷听。就听高个子问

道：“银子都处置好了吗?”

矮个子道：“已经全处置了，我们

再骗老家伙一笔，就可以一起逃走了。

姓朱的就是找遍天下，也找不到我们的

。”师爷冷笑一声，对衙役一点头，大

家踹开门冲进屋去。

两名道士被押着来到了朱海潮面前，

听师爷说了刚才的经过，朱海潮大怒，叫

道：“你们为什么要骗我?”高个子道士

冷笑一声：“不错，我们是骗了你钱的，

大人你可知道为什么要来骗你钱吗?”

“为什么?”

高个子说：“想必大人也知道，州

里很多地方正闹旱灾，已经饿死了不少

人。我们有心去救济，却没有银子，只

好打大人的主意了。何况大人一个将死

之人，留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我们只不

过帮大人行善罢了!”

衙役们大怒，没想到这两人竟然说

出这样的话来，就要动刑。朱海潮摆摆

手制止了，冷笑一声说：“如果你们真

是拿钱去赈灾的话，也就算了，若不是

，非将你们大卸八块不可!”说完，命人

将两名道士投入大牢，并派人去调查银

子的下落。

第二天一早，狱卒来报说，两名道

士不知什么时候越狱逃走了。朱海潮大

怒，“哇”地吐了一口鲜血，叫道：

“你们快追，一定将人逮到，我要亲自

杀了他们!”

当晚，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

两名道士所骗的钱，全部以知州大人的

名义拿去赈灾了，灾民们都感激大人的

救命之恩呢。

朱海潮默然无语，过了一阵，他才

说：“算了，还是由他们去吧。他们说

得也对，我一个将死之人，就算有再多

的家产也没命花了。不如再拿一些去分

给灾民，黎民受灾，我这个知州也有责

任，就算是我临死前做善事吧!”

接下来的日子，朱海潮一直躺在床

上等死。谁知过了几天，这天早上朱海

潮醒来，突然感觉这一夜睡得特别好，

半夜也没被痒醒，再一看身上，发现那

条诡异的血线竟然不见了。

这时，从外面奔进来一名衙役，手

上拿着一个布包，叫道：“两名道士刚

才又来了，还说要将这个交给大人。”

朱海潮急忙叫道：“快请他们进来!”

衙役说：“已经走了。不过，道

士刚才说，师父玉真子曾经告诉他们

，救大人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悟’

字。可他们不能直接说给大人听，因

为那样，就算大人愿意出钱，也只是

为了治病，并不是真心从善。所以只

好骗走大人的钱，又有意让大人发觉

，这才趁机点化大人。他们说，大人

知道钱的去向后，不仅不再追究，反

而再次拿钱来赈灾，说明大人已经悟

了，病自然会好。”

朱海潮打开布包一看，里面放着一

块玉牌，上面写着几个字：贪心一除，

贪线立解。

原来那条诡异的血线叫做贪线啊!朱

海潮想起来了，以前他每次接受一些富

绅的贿赂后，血线就会延长，只可惜他

一直没有从这方面寻找原因，以至于血

线不断向心口延伸，差点要了他的命。

这时朱海潮又想起。当年对玉真子

发誓要报答时，玉真子曾说过一句话：

“我不用你来报答，如果你将来当了官

，能做个一心为民的好官，就是对我最

好的报答了。”

知府做怪梦

（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漢字文化節多媒體簡報比賽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漢字文化節多媒體簡報比賽
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圓滿成功舉行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圓滿成功舉行

黑貓中隊電影觀賞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於11月9日下
午2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圓滿成功舉行 「美南地區漢字文化節
多媒體簡報比賽」。主題是： 「看見台灣及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今年共有六隊參賽。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偕各校校長，並資深中文

教師黃燦琴、賴貝瑜、翟伊和應邀擔任評審。11月9日下午3時
舉行頒獎典禮，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頒發優勝者獎狀獎金。榮
獲第一名 「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駱佳晨、夏天愛，簡報題
目 「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榮獲第二名 「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
學校」劉宇洋、鄧仕鑫，簡報題目 「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榮

獲第三名 「西北中華學苑」麥大明、李孟恩
，簡報題目 「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其餘
三組榮獲佳作獎有 「西北中華學苑」趙榮瑞
、趙崇翔； 「福遍中文學校」吳柏昇、段以
理；及 「文化中心中文學校」劉正彬、劉可
彬。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致詞感
謝中文學校校長和老師支持，及家長鼓勵學
生參賽，該活動透過多媒體報告讓孩子學習
中文創作和表達，同時可觀摩學習。僑教中
心副主任楊容清致詞，肯定所有參賽者，透
過競賽增進中文表達能力，認識了解台灣並
愛上台灣，還可向友人介紹中華文化根源，
向世界推介台灣。所以參賽學生皆是優勝者
。

評委黃燦琴老師說，多媒體比賽 Power
Point人多，但沒有精英。要注意（1）題目
本身的完整性，顯示文化知識。（2）內容
要 「小題大作」，訂 「題」要和內容相配合
。（3）與道具有互動，藉用親子語言，有

趣味性。同學們台上演說利用道具是有加分效果。評委賴貝瑜老
師認為大家表現太精彩了。她建議用 「多媒體」為基本，（1）
Power Point可放更多東西進去。（2）解說與Point配合（3）輔
助道具配合，今天看到以相聲方式表現的surprise。

（本報訊）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邀請空軍大鵬聯誼會
及榮光會, 參與在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 訂於2019年12月1日, 下
午2時至5時,為慶祝 「台灣關係法」立法四十週年以來台美建立
之友誼, 特別舉辦 「黑貓中隊」紀錄片放映活動.盼可讓更多德州
人瞭解台美合作之歷史與長久之堅實夥伴關係.

大鵬空軍聯誼社及榮光會會員享受優惠價13美元 (包含票價
, 2:00 pm影片放映, 參觀博物館以及3:30 pm的小型酒會)

*優惠票價僅限於大鵬聯誼會及榮光會會員團體統一訂票, 限
十二月一日當天使用*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立辦事處為協助推廣 「黑貓中隊」紀錄
片放映活動, 當日將為本會及榮光會會員提供免費旅遊巴士的開
支,所有報名的會員只須付團體門票費美金$13. 但會員仍須事先
訂位, 並於11月23日前, 付清所有款項.(結止日期後,本會不再接
受任何登記). 座位有限, 如有意者請儘速登記.

登記須知:
你必須是空軍大鵬聯誼會會員
會員預售團體門票$13
所有款項必須在11/23付清

12/1 中午12點, 在僑教中心, 按登記名單上車
12:10 PM準時開車, 過時不候
登記請與金俊家聯絡 713 723-1312, juliachew2011@hotmail.

com
特別通告
大鵬空軍聯誼社及榮光會會員報名繳費時間，地點：
11/17/19( 本週日) 10 a.m.-2 p.m. 僑教中心大廳
大鵬空軍聯誼社 金俊家10 a.m.-11:30a.m. 在那裡服務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左一左一），），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
清清（（右一右一））頒獎給第一名頒獎給第一名 「「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 學生駱佳晨學生駱佳晨
、、夏天愛夏天愛。（。（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多媒體簡報比賽所有得獎者和師長及評委們歡聚一堂多媒體簡報比賽所有得獎者和師長及評委們歡聚一堂。（。（記者黃麗記者黃麗
珊攝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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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幾個月的緊張籌備，百佳超市
（糖城店）將於

11月18日這個秋天與您會面，小夥
伴們吃、喝、玩、樂的好日子即將來臨
，百佳超市糖城店期待您的光臨。

希望您來和我們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

開業當天節目精彩別錯過，舞龍舞
獅、華裔小姐、亞洲品牌大推廣!

開業當天必定嗨翻全場！
還有更多體驗，多種開業優惠折扣

、累計積分，請您收好這份優惠指南，
快來百佳超市店鋪購物吧！

歡迎您關註我們微信平臺，我們讓
您驚喜活動提前揭曉！

百佳大型連鎖超市經過多年發展壯
大，門店遍布美南地區，每天服務數以
萬計的顧客，為社區提供新鮮，便利，
安全的食品。

美食廣場已強勢進駐我們糖城分店,
超市面積約40000平方英尺，商場近於
7萬平方英尺。

我們要為糖城市民打造新鮮、健康
、平價、便利的一站式購物中心。

開業大酬賓活動即將華麗登場
百佳超市真情回饋大放送，讓您省

心更省錢
百佳超市真誠感謝您這麽多年以來

對我們的支持厚愛為了表達這份誠意，
開業當天現場回饋多多，希望您的到來
享受這份購物的喜悅

現金禮券 | 會員卡一個都不能少
現金禮券活動方法
即11月4日-11月17日購物在中國城

百佳、惠康超市，您將獲得百佳超市糖
城開業11月18日當天購物現金禮劵。
優惠活動-現金禮券大放送開始啦!!

購物滿$10回贈現金禮券$2
購物滿$20回贈現金禮券$4
購物滿$50回贈現金禮券$10
購物滿$100回贈現金禮券$20
禮券使用方法：1. 請在結帳前交給

收銀員。2.本禮券只限信用卡和現金購
買，不可以與百佳禮
券、百佳卡和優惠活
動一起使用。3.購買商
品不包括米、酒、煙
、六合彩、整箱商品
、特價商品及服務臺
的貨品。4.本券只限一
次使用。5. 僅限開業
當天使用不予找零。6.
百佳超市有最終更改
權利。7.餐館批發商不
可參與本次送現金禮
券活動。8. 每次結賬
僅可使用一張優惠券.

現金禮券僅限百
佳糖城分店 11月 18號
開業當天使用！

SMART CARD | 會
員卡

Smart Saving
Card 會員卡免費申請

免費辦理百佳超
市會員卡，天天特價
優惠、會員積分一手
掌握，成為會員讓您
天天尊享多重優惠。
消費越多獲得積分積
累更多，大批積分厚
禮等著您來領取！

讓我們為您把省
錢大計進行到底！免
費辦理會員卡，積分
送在手，讓您享受會
員的優惠天天有。

。消費即可累積紅利點數 Earn
Points

。集滿點數，即可以點數折抵部分
消費

Redeem for dollars off a future pur-
chase.

百佳會員卡買越多，省越多！
Get rewarded for living, saving is

just the beginning!
申請方式：只要去店裏的Customer

Service客服中心填寫一張表格，就可以
得到這張開開心心熱熱鬧鬧經濟實惠幫
你豬年行大運之Smart Saving Card會員
卡啦~

百佳超市糖城店百佳超市糖城店1111月月1818日日
開業大酬賓倒計時開始了開業大酬賓倒計時開始了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西南管委會和西南管委會和Brays OaksBrays Oaks管委會聯管委會聯
合舉辦雙月早餐會在浸信會大學舉行合舉辦雙月早餐會在浸信會大學舉行

轄區轄區Iora Primary CareIora Primary Care主治醫師主治醫師Jung-HoonJung-Hoon
KimKim介紹老人科醫療衛生介紹老人科醫療衛生

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會長吳展瑩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會長吳展瑩,,理事李莉穎理事李莉穎,,西南管委會李成純如與西南管委會李成純如與
社區領袖交流社區領袖交流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理事羅錚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理事羅錚,,會長會長
吳展瑩及賀紅揚與會暸解休士頓公寓市吳展瑩及賀紅揚與會暸解休士頓公寓市

場現況場現況

休士頓公寓協會主席休士頓公寓協會主席Starla TurnboStarla Turnbo和和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會長吳展瑩互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會長吳展瑩互

動良好動良好

1111月月1212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WestburyWestbury
高中爵士樂團表演高中爵士樂團表演

WestburyWestbury高中之友基金會高中之友基金會Becky Edmondson,Becky Edmondson,
Barbar FreilichBarbar Freilich兩位共同主席之一將在兩位共同主席之一將在20202020年年44

月月1818日為日為WestburyWestbury高中舉行募款大會高中舉行募款大會

主題演講人休士頓公寓協會主席主題演講人休士頓公寓協會主席Starla TurnboStarla Turnbo
以休士頓逐年增加人口以休士頓逐年增加人口,,對公寓需求就相當重要對公寓需求就相當重要,,

在大休士頓約有在大休士頓約有4242%%的人居住在公寓裡的人居住在公寓裡

Brays OaksBrays Oaks管委會捐贈管委會捐贈$$500500..0000給給
WestburyWestbury高中高中,,由校長由校長Susan MonaghanSusan Monaghan

率參加同仁代表接受率參加同仁代表接受

Brays OaksBrays Oaks管委會區內管委會區內WestburyWestbury高中校長高中校長
Susan MonaghanSusan Monaghan報告校務並爭取社區領袖報告校務並爭取社區領袖

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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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Kim: 832-691-4284 

Pour new concrete & repair concrete. 
We do driveways, backyard patio, & sidewalk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修復水泥地＆新水泥地
我們做停車道
後院和人行道
支持商業和住家Our Sample

COnCrete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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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Ride現代汽車的自動駕駛
共享乘車服務

• 乘客可以藉由智能手機招攬
現代汽車的Kona電動休旅車

• 現代汽車與 Pony.ai 和 Via 共
同研發了這項服務

與 Pony.ai 和 Via 聯手打造，現代
汽車推出了BotRide，一個在公共道路
上運行的自動駕駛共享乘車服務。從11
月4日開始，自動駕駛的Kona電動休
旅車隊能為加州爾灣的當地居民提供
免費的共享乘車服務。

現代汽車集團業務開發、策略，

和技術部門總監Christopher Chang表
示： 「這項服務向包含大學生在內的
數百位爾灣居民介紹了BotRide，目的
在於研究乘客在自動駕駛共享乘車環
境中的行為舉止。我們將會學習這些
車輛行駛的環境，並優化乘客的體驗
。BotRide是現代汽車不斷在汽車技術
領域積累專業知識以及致力於為客戶
提供更加友善的移動服務的例證。」

現代汽車與Pony.ai合作建構了自
動駕駛系統，並與 Via 合作創建了
BotRide的共享乘車技術和應用程式。
乘客可以藉由 BotRide 的 APP (iOS 與

Android) 直接招攬自動駕駛的現代Ko-
na電動休旅車。Via的先進程式可以讓
數位乘客共享同一台裝有Pony.ai自動
駕駛科技的現代車輛。這個APP可將
乘客引導至鄰近地點上下車，從而實
現快速高效的共享車程，無須忍受漫
長的繞行或是不固定的路程與時間表
。

現代汽車與Pony.ai的集成科技讓
BotRide的車輛能夠安全地在複雜路況
行駛導航。這些車輛配備了Pony.ai最
新的感應器和專有軟體，可識別周圍
車輛的精確位置、處理市區的行人交
通、準確監視其周圍環境、預測其他
駕駛人的行為，以及精準地計畫相應
行動。除了自動駕駛功能之外，
BotRide也在驗證其用戶體驗，為一個
完全無人駕駛的未來做準備。

BotRide一開始就已經備有數個乘
客可能會去地熱門地點。BotRide服務
區域涵蓋了多個住宅、商業，和機構
地點。BotRide的技術優先考慮了乘客
與系統之間的互動，像是自動車上乘
客認證、從而讓乘客有機會提前熟悉
會在將來普及的自動駕駛技術。

北美現代汽車的先進產品策略經
理Daniel Han表示： 「通過BotRide，
現代汽車利用最先進的自動駕駛汽車
技術，向大眾介紹一個全新、安全，
與便捷的交通方式。BotRide代表了嶄
新移動科技的應用與最終商業化的一
大步。除了為BotRide提供技術支持的
合作夥伴之外，更廣泛的程式與社區
生態系統也在使BotRide成為可能的過
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BotRide服務
可以作為一個城市與企業如何能聯合
起來，實現未來智慧城市與交通系統

的典範。」
現代汽車公司
於1967年建立，現代汽車公司致

力於在兩百多個國家提供世界一流的
汽車與服務，從而成為駕駛人的終生
合作夥伴。現代汽車2018年在全球銷
售了超過450萬輛汽車，目前在全球
擁有十一萬名員工。現代汽車持續通
過其車輛來增強其產品陣容，這些車
輛能協助開發一個更可持續的未來，
像是NEXO，全球第一款氫動力的SUV
。

現代汽車自動駕駛汽車正式在加州爾灣上路現代汽車自動駕駛汽車正式在加州爾灣上路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駕車者逃生技巧駕車者逃生技巧

最近一周來天氣開始變冷了，經
常下雨，汽車發生事故發生事故的機
會很多。

有一位顧客在高速公路開車就是

因為下雨急剎車車子打滑失控，造成
汽車很嚴重損失。另外一位剛從外地
來旅遊的小伙子在從Houston 到Dallas
高速公路上，因為下雨車子失控掉進
路邊泥坑里了，吃了一張罰單，說他
超速行車。前一位車主由於想省錢在
一個月前剛把保險從全保換成了半保
險。這位車主感覺非常的痛心，因為
他非常喜歡他的愛車。另外那倆車要
想從Dallas 附近拖回Houston 拖車費要
價是一千美金，他買了全保險可是沒
有買拖車保險，這可損失太慘重了！
提醒大家下雨天絕對不能開快車，不
要以為自已的車好而且開車經驗多就
萬事大吉了。車禍的發生都是在一秒
鐘發生的，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如果
天天開車，並且路程較長的話，我希
望大家最好買一個全保險，花錢買放
心。因為開車越多，發生事故的機率
就越高。當然如果你平時開車少而且
路程很短為了省錢可以買一個單保險
。

為了保證逃生，請大家注意以下
幾點：

1.正確的駕姿:背臀緊貼坐椅,做到
身體與坐椅無縫隙;

2.係好安全帶:安全帶下部應系在
胯骨位置，不要係在腹部；上部則置
於肩的中間，大約鎖骨位置。一定要
將安全帶下部拉緊，係好安全帶，聽
到“咔嗒”聲後，還應再次確認。

3. 頭腦冷靜,清晰判斷。
4.不要疲勞駕車。
5。盡量少用手機，更要少發短信

和微信以免分散注意力。
翻車後的逃生方法
由於與障礙物撞擊，導致汽車翻

車後，應採取正確的逃生方法。
1．熄火：這是最首要的操作；
2．調整身體：不急於解開安全帶

，應先調整身姿。具體姿勢是：雙手
先頂住車頂，雙腳蹬住車兩邊，確定
身體固定，一手解開安全帶，慢慢把
身子放下來，轉身打開車門；

3．觀察：確定車外沒有危險後，
再逃出車門，避免汽車停在危險地帶
，或被旁邊疾馳的車輛撞傷；

4．逃生先後：如果前排乘坐了兩

個人，應副駕人員先出
，因為副駕位置沒有方
向盤，空間較大，易出
；

5．敲碎車窗：如
果車門因變形或其他原
因無法打開，應考慮從
車窗逃生。如果車窗是
封閉狀態，應盡快敲碎
玻璃。由於前擋風玻璃
的構造是雙層玻璃間含
有樹脂，不易敲碎，而
前後車窗則是網狀構造的強化玻璃，
敲碎一點即整塊玻璃就全碎，因此應
用專業錘在車窗玻璃一角的位置敲打
。

汽車入水後的逃生方法
Houston 地區常常會下大雨，汽車

入水造成人死亡的事故也發生過，水
中逃生也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1．汽車入水過程中，由於車頭較
沉，所以應盡量從車後座逃生；

2．如果車門不能打開，手搖的機
械式車窗可搖下後從車窗逃生；

3．對於目前多數電動式車窗，如
果入水後車窗與車門都無法打開，這
時要保持頭腦冷靜，將面部盡量貼近
車頂上部，以保證足夠空氣，等待水
從車的縫隙中慢慢湧入，車內外的水
壓保持平衡後，車門即可打開逃生。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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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問：我現在是綠卡身份，由於工
作的原因，需要長期居留中國。我還可以
申請美國公民嗎？

鄢旎律師答：
申請美國公民需要滿足連續居住的條

件。
“連續居住”指的是申請人取得綠

卡後，申請美國公民前，在美國居住的五
年沒有中斷。“居住”是指在美國生活、
工作、擁有動產和不動產，報稅，等等。
按照法律規定，離開美國不超過六個月一
般不被看作中斷連續居住。如果離開美國
超過半年但不到一年就有可能會被移民局
假定為中斷連續居住，除非申請人有足夠
的證據證明並無放棄連續居住的意圖。而
離開美國連續一年以上將中斷連續居住。

“連續居住”同時還要求申請人在美
國境內居住的時間比在美國境外的時間長
。

如果申請人是美國政府部門，美國公
司或美國加入的國際組織的海外雇員，海
外居住的時間將不被認定為連續居住的中
斷。在提出入籍申請時需要相應的材料予
以支持。

居住年限。申請人通常必須在遞交入
籍申請前在美國連續居住滿五年。

不過，如果申請人的配偶是美國公民
，申請人只需滿足在美國連續居住滿三年
的條件。請註意，申請人的綠卡並不要求
是該美國公民申請所得。舉例來說，如果
李小姐通過職業移民申請於2005年取得
美國綠卡，並於同年8月與美國公民理查
德先生結婚。盡管李小姐的綠卡並不是通
過婚姻取得，但是由於李小姐的先生是美
國公民，所以李小姐符合三年連續居住的
特殊規定。在這種情況下，申請人需要回
答三個問題：1，是否取得綠卡並持續居
住在美國超過三年？2，過去三年是否與
同一個美國公民保持婚姻關系？3，配偶
是否已經成為美國公民至少三年？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即可申請美國公民。

如果在三年期滿前離婚，或美國公民
配偶死亡，三年連續居住的特殊規定將不
適用。

而如果申請人是根據反虐待婦女法的
規定獲得綠卡的，無論是否離婚，仍然可
以按照三年連續居住的特殊規定申請入籍
。

移民法允許連續居住期滿前90天提
出入籍申請。因此，申請人可以在連續居
住滿四年九個月後或兩年九個月左右提出
入籍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請

的申請費從$1,410漲到$1,440.加急申請
的項目主要包括使用I-129表的H1B, L1
，E簽證和I-140職業移民申請。

2. 川普10月 4日周五表示，所有

簽證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有醫療保險或有
能力支付醫療費用才能獲得簽證。該規則
原定於11月3日正式生效。法院目前已
經阻止了該法案的實行。

3.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十一月份
移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
卡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
期，可以同時遞交I-130（親屬移民申請
） 和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情
形幾年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十二月份
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一般而言，美
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己的外籍配偶遞交
綠卡申請的第一步（I-130），等移民排
期排到後才能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二步。但
是在今年10月份，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
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兩步同時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一：
在遞交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時，
可以遞交工作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一旦
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主工作。
而一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國不再需要申
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I-485 （調整
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偶可以不繼續維
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份。

4.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
休斯頓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
96人被刑事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
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打擊婚姻欺詐案件的
決心。

5.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
結束。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
去年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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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移民局
從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起，全面恢復
H1B工作簽證申請的加急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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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仍然加急處理該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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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恢復了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
的加急服務。

移民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如果您的H1B
工作簽證申請被要求補交文件（RFE），
申請人應在要求加速處理的同時遞交補充
文件的回復 (RFE Response)。

對於被轉移至其它審理中心的申請，
申請人應將案件加速處理的要求遞交到正
在審理該申請的審理中心，並同時附上移
民局的案件轉移的通知 (Transfer No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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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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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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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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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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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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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
ta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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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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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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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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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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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籍問題解答及最新移民消息入籍問題解答及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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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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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漢字文化節多媒體簡報比賽頒獎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漢字文化節多媒體簡報比賽頒獎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右一右一，，立者立者
））在頒獎儀式上致詞在頒獎儀式上致詞。。旁為旁為（（右起右起 ））僑教中心副僑教中心副
主任楊容清主任楊容清，，評委黃燦琴老師評委黃燦琴老師，，賴貝瑜老師賴貝瑜老師。。

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張彩惠（（左左），），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右右））頒發頒發 「「優勝獎優勝獎」」 給福遍中給福遍中

文學校吳柏昇文學校吳柏昇，，段以理段以理（（中中 ））

頒發優勝獎給西北中華學苑趙崇瑞頒發優勝獎給西北中華學苑趙崇瑞，，趙趙
崇栩崇栩（（中中）。）。

頒發優勝獎給文化中心中文學校劉頒發優勝獎給文化中心中文學校劉
正彬正彬，，劉可彬劉可彬（（中中 ）。）。

頒發第二名給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頒發第二名給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
劉宇洋劉宇洋，，鄧仕鑫鄧仕鑫（（中中 ））

頒發第三名給中華學苑麥大明頒發第三名給中華學苑麥大明，，李孟恩李孟恩（（中中）。）。 頒發第一名給頒發第一名給 「「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曉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
」」 駱佳晨駱佳晨，，夏天愛夏天愛（（中中 ）。）。

所有得獎同學合影所有得獎同學合影。。

所有參加學校師長與主辦單位所有參加學校師長與主辦單位、、評委們合影評委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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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非洲去非洲 看地球上最壯觀的動物大遷徙看地球上最壯觀的動物大遷徙
激情狂野肯尼亞激情狂野肯尼亞55天天44夜遊夜遊 $$799799起起

位於休斯頓市唐人街心臟地帶上的金冠大酒
家，轉眼之間，已開業4 年。由於金冠食品精湛，
服務週到，深受本地中外食家歡迎，業務穩步上
揚。

我這位 「為食書生」 的前半生，亦是粵菜酒
家經營人氏，父親乃澳門陶陶居大酒家頭廚，而

家父的表兄黃忠，則是該酒家的東主。我小時候
常到陶陶居棧房（即今時今日的貨倉）看家母協
助廚房剪苳菇、剝合桃。不時都會見到老闆黃忠
，我會口乖乖地叫他一聲： 「姨公」 。他也總是
笑口常開地撫摸我的前額頭髮。並多次向我說：
「學你老豆，唸書之餘，學做酒家生意，只要有
生意，你就會發財。」 我人仔細細，聽得多，也
識打蛇隨棍上。 「做酒家怎樣才會有生意發達呢
？」 「不難，開張首3 個月，菜色要味道好，抵食
夾大件。之後便要久不久，轉換飧牌，增加新菜
色，令客人時有新鮮之感。」

家父正是遵從姨公這套謀生法寶，所以來到
美國開粵菜酒樓，便有所斬獲。之後我跟弟郎，
也是走此途徑，先後在德州休城、聖城兩埠，經
營3 間酒家，可以 「有啖好食」 。

不過當我步入 「登陸之年」 景界後，我便無
心戀棧飲食行業，走回自己鍾愛的文化事業，人
在德州，卻為美國及港澳三地，撰寫政論文章之

余，又轉型為 「為食書生」 ，品嚐休市四面八方
食店，向華人推介。

回頭再看。上月國慶茶聚金冠時，跟金冠東
主馮先生相遇，他興奮地對我講及，跟大廚佳哥
及一眾廚師討論，研成一款 「特價海鮮餐」 以響
食家。該款特價餐的主角是帝皇蚧，海鮮中的極
品，譽滿美洲。為此，馮先生著我與美南日報副
社長秦鴻鈞小姐，好好在媒體上廣為介紹。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先行馬上找到秦小
姐，由她打頭陣，在一紙風行的美南日報星期六
的黃金時間上，刊出改板的金冠新廣告，我就以
文章殿後。

新廣告保留有原來的三款招牌菜：
A. 一個order, 兩隻龍蝦，#23.99，
B. 維吉尼亞螃蟹（沙茶粉絲煲）
C. 德州生蠔：6 只$11.99，12 只&21•99
繼續保留。
新增的 「特價海鮮餐」 名菜如下：

瑤柱鮑魚海參羹 蒜蒸皇帝蚧身腳 皇帝蚧蓋炒
飯 酸子炒雙花龍蝦 清蒸遊水槆殼魚 海參扒菜膽
蒜蓉蒸原雙帶子（5只） 野菌炒牛柳絲 蒜蓉豆苖
此款菜譜供8...10 人（蚧7 磅） 特價$ 599• 00
（該套餐之皇帝蚧以7 磅計算，若是蚧身過重，超
過7 磅，每磅以$40. 00 為算。童叟無欺。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時時 修食譜話金冠修食譜話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說起非洲旅遊，很多人心中都有些
疑惑，非洲很窮吧？很遠吧？很危險吧
？其實不然。像是東非的肯尼亞，就是
非洲相對發達、穩定的地區，首都內畢
羅乾淨有序，交通便利，不要讓那些陳

見以偏概全的遮住了非洲令人神往的魅
力。

肯尼亞地形豐富，氣候多樣，從巍
峨的山脈到連綿起伏的草原，白色的沙

灘海岸，是名副其實的“非洲之心”。
在肯尼亞廣袤的土地上，每年6-9月都
會進行盛大的【動物大遷徙】，被列為
新世界八大奇跡。數百萬的羚羊、角馬
、長頸鹿、水牛、斑馬、大象、獅子、
獵豹、河馬等動物，完成被稱為“天國

之渡”的馬拉河之渡。其數量之驚人，
種類之豐富，規模之龐大震撼著世界。
這種已持續數萬年的動物大遊行，既帶

來死亡，又迎來新生，周而復始，是無
論如何不能錯過的自然奇跡。

而在12月-3月，不少人覺得大遷
徙已然落幕，去了也看不到什麼，但其
實冬天看動物比看遷徙更爽，可以避開
人潮，入住性價比超高的野奢度假村，
承包整個大草原！在肯尼亞的【馬賽馬
拉動物保護區】，非洲五霸—非洲象、

犀牛、野牛、獅子和獵豹隨處可見；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紅色的火烈鳥
成群結隊在藍天碧水間翺翔；【安博塞
利國家公園】，海明威筆下的乞力馬紮
羅雪山映照著滿地的如茵綠草……關於
非洲，你所想象的一切這裡都有。

打卡“東非小巴黎”內羅畢：為收
養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小象而修建的

【大象孤兒院】，遊客可以和小象們親
密接觸，觀察它們喝奶玩水踢球甚至撒
嬌打滾，這些孤象不僅需要物質上的幫
助，更需要人來安撫心靈上的創傷；
【長頸鹿莊園】的主人是瀕危的羅斯柴
爾德長頸鹿，這裡活動有趣，可以在二
樓陽臺上觀察長頸鹿，給它們餵食，甚
至可以親吻它們，是非常奇妙且極為難
得的體驗。

著名的【肯尼亞博物館】，收藏豐
富珍貴無比；標誌性建築【肯雅塔國際
會議中心】，可以在頂層的旋轉餐廳，
一邊品嘗當地美食，一邊欣賞內羅畢的
全城風貌。

去非洲最好跟團旅行，王朝旅遊推
薦肯尼亞激情狂野5天團$799起，每天
出發，還有更多行程歡迎垂詢。（圖片
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
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

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薑蔥炒龍蝦薑蔥炒龍蝦

粉絲蒜蓉蒸龍蝦粉絲蒜蓉蒸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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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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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懷感恩 力拓未來

角聲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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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7 （ 周

四）

9:37am我搭 
Delta飛機去紐約開角聲37週年慶暨角

聲國際同工操練營會。日期:11/9-12。
主題：「心懷感恩 ‧力拓未來」。

每年角聲各地分會總監、主任與同

工自香港、中國、美國、加拿大、英

國等集合在紐約角聲總部開會，彼此

分享、彼此學習。

11-9（周六）生日快樂

筆者和蘇珊娜姊妹昨天早上臨時計

畫給多倫多角聲總監Otto李弟兄辦70歲
生日快樂驚喜宴，邀請達拉斯、多倫

多、香港、英國、休士頓、三藩市外

地來同工歡聚，大家很高興，達拉斯

Fred Ng 80生日快樂(去年)，我們今晚

6PM一起慶祝。

會後筆者想起在台灣小時候過生日

時，母親會為過生日的我煮碗壽麵內

加上兩個水煮雞蛋，其他兄長、弟、

妹各一碗壽麵內只有一個水煮雞蛋。

來自內蒙古的海松弟兄說「我們

小時候過生日，母親會給我們吃碗壽

麵，沒有雞蛋可吃！因為那年頭，沒

有雞蛋啊！」

英國角聲同工Perry 馮弟兄說:「潘

師母你好，很高興今年又在紐約角聲

再見到你，也很開心有今天晚上的生

日快樂愛筵團契及合照！我們兩岸三

地（中國/海松、香港/Perry 弟兄、台

灣/潘師母）的主內肢體合照也很有紀

念意義及價值！」

兩岸三地-中國海松、台灣潘師
母、香港Perry 

◎心懷感恩 力拓未來

11月9～10日，角聲佈道團37週年

感恩年會，以「心懷感恩 力拓未來」

為主題，在角聲使命中心開幕！

    「心懷感恩　力拓未來」不是一

句口號，而是角聲每一位同工、義工

心中最真摯的感動。從拓疆開土的勞

伯祥牧師，到幾十年不離不棄的葉啟

明牧師、周簡艷珍師母、被角聲事工

深深吸引而放下一切投入其中的陳熾

牧師，還有許許多多甘心奉獻、默默

服侍在最前線的弟兄姐妹……

應該說，這是他們對主之恩典的

感恩之心，也是對未來無限的期待之

心。因為感恩，所以期待在未來注入

更多恩典，這是勞牧師的肺腑之言。

他感恩神在37年前給他異象，讓他可

以體會到神的心意，放下一切聽從

神的旨意，從有限的「樓閣」中產生

出無限的豐足。一如詩篇104篇13節
所言：你從天上降雨在山嶺間；大地

充滿你的恩澤。「祂從樓閣中澆灌山

嶺，因祂作為的功效，地就豐足。」

角聲就是這「樓閣」——地界有

限、人員有限、經濟有限……但上帝

所要給的工作、恩典、智慧、能力、

生命，卻是無限的！雖然勞牧師年事

已高、雖然有龐然大物的「鱷魚」攔

阻、雖然有未知的變數，但未來會

因著曾經的感恩之心，持續福音的事

工；會因著神永不改變的計劃，繼續

贏得更多的生命；也會因著角聲這群

真誠愛主之人的心，溫暖更多人的心

靈。

11-12(周二) 生日快樂-2
筆者和蘇珊娜姊妹策劃要給角聲

分會總幹事暨號角月報總編周簡艷珍

Katie師母70歲生日快樂驚喜，訂於今

天吃午餐時間。待大家坐下開動吃美

食時，筆者上台報告：「我們今天要

感謝一位師母數十年來為主走天涯，

去至美國各大城市、加拿大、英國、

香港、澳洲等推廣開拓號角月報，她

總是盡心盡力關心分會同工們，我們

祝福周簡艷珍Katie師母生日快樂！」

請我們角聲全體同工唱生日快樂歌，

愛琳姊妹從廚房推車推出來一個大蛋

糕，請總幹事勞牧師為周師母祝福禱

告，各分會同工與周師母拍照留念。

德州同工與周師母(L5)

◎友人來信
感謝主，師母平安到家就馬上開

始服事。主保守祝福您！期待再見。

謝謝師母總對我們這麼好。  紐約角

聲/津雲

中國古語說，人生有三大悲哀：幼
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月前參
加教會一位弟兄之子的喪禮，情景感
人，至今難以忘懷。

這位弟兄已逾古稀之年，早年在上
海某大學任教，數年前夫婦二人移居巴
西，依親於獨子毛毛。毛毛於幾年前隻
身來到巴西，嚐盡人間辛酸，奮鬥多
年，終於事業有成，到了而立之年，尚
未成家。毛毛堪稱孝子，工餘返家不忘
照料二老飲食起居。遇節逢假，陪二老
旅遊散心。每逢星期天，偕同二老到教
會聚會，待人接物彬彬有禮。

天有不測之風雲，世事難料。毛毛
突患急症，經醫生搶救無效，與世長

辭。人生悲事莫過於白頭人送黑頭人，
朝夕相處的健壯愛子，一夕間竟靜寂長
眠。喪葬之日，二位白髮蒼蒼的老人面
對殯儀廳中愛子的棺木，內心之悲痛豈
是言辭所能形容。然這位弟兄並沒有像
某些遺屬那樣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他
雖悲傷，卻不絕望；雖有眼淚，卻不哀
號。他未向上帝發半句怨言，反對安慰
他的人說：「我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
雖然現在我不明白，但我願意順服。」
他在追思禮拜的致詞中，一字一淚地說：
「離別的親人總是希望早日團聚。按年
齡講，我們當先回天家。如果我們先去，
毛毛可能還要等三十年或四十年才能與
我們見面。但現在上帝先把他接去，我
們只要再等三年或五年就可在天上團
聚。這是上帝的美意，我們…當讚美祂…

感人的信心—一次難忘的喪禮
馬世光

我十一歲信耶穌，中學畢業後到美國
升學，在科學不同的範疇做研究，不免
反省，究竟我所信的是不是真神和聖經
可靠不可靠？

現在，我信了耶穌已經四十五年，
我的經歷告訴我，上帝是活的。由於我
是一個讀科學的人，很容易的便從科學
的角度去看聖經，我發現聖經中有很多
隱藏珍寶，是我從前年紀小、智力未開
發、未讀科學時所不能領略的。記得小
時候，有一首歌，名叫「教我如何不想
她？」現在我看了聖經，又讀了科學，
再看聖經，便從心裡覺得：「教我如何
不信祂 」

直到今天，我仍然信耶穌，並非無
因。首先，聖經雖然不是一本講科學的
書，但它與科學的邏輯完全吻合。舉例
說，在科學背後，有一些非常精確的定
律，絕對不可能由碰巧而來。若說在這
些定律背後，有一個偉大的工程師設
計，則令人更容易相信。

又譬如，在物質世界中，有「四種力」
（四大定律 )，就是強的核子力、弱的
核子力、磁電場，和萬有引力。我近年
看聖經，發現這些力在聖經中出現的先
後序，和科學的發現很吻合。舉例說，
《創世記》第一章記載，六日創造之前
已有了水（一 2），但要到第三日，萬
有引力才被創造出來，因為到那天，水
要「分為上下」（一 6），那時旱地就
露出來（一 9）。俗語說：「人望高處，
水往低流。」若無地心吸力，水就不會
往下流了。再者，地球不是平坦的，在
水往低流時，就出現了旱地。第四日，
上帝才造天體。若把第三和第四日的創
造次序對調，即水還沒向低流，也就是
說，萬有引力還未出現，便有了天體，
那麼星球豈不因沒有萬有引力而大亂
嗎？若不大亂，即造好了萬有引力，水
卻要等第四天才向下流，那便是不合邏
輯了。所以第三日，水先分開，萬有引
力先出現，到第四日才造天體，便是很
合邏輯。

《約翰福音》第一章說：「太初有道，
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
與上帝同在。」這個「道」字，希臘文
（聖經新約原文）是 Logos。Logic（邏
輯）一字，是從 Logos 而來。所以我們
讀聖經，發覺很合邏輯，因為上帝本身
就是邏輯。

第二，上帝的話超越時空。哈佛大
學 的 高 文 (Daniel Goldman) 寫 了《 成
功 之 道 》(True Intelligence)， 是 近 期
最暢銷的書。他說：「真正的智慧是
E. Q. (Emotion Quotient)， 而不是 I. Q. 
(Intelligence Quotient)。」I. Q. 指 人 的
智力商數，E. Q. 指人的情緒商數。I. Q. 
高的人很聰明，知識很高，令人羨慕。
可是根據最新發現，I. Q. 高的人，並不
一定成功。最成功的，是 E. Q. 高的人。
E. Q. 高的人懂得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
所以最受人歡迎，也往往更容易成功。
這最新的發現，給了我很大提醒，原來
人的情緒反應，比智商還重要。但是，
這個題目，聖經早在二千年前，或更早
時，就談到了，不過那時沒用 E. Q. （情
緒商數）這名詞罷了。

舉例說，聖經《哥林多前書》第十三
章說，「愛」是人最重要的素質，即使
我們懂得多國語言，甚至連天使的語言
也曉得（ 就是說，智商極高） 卻沒有
愛，我們便「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
般」— 即吵吵鬧鬧，而無意義。接著同
一段經文又說：「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
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這
更不得了，有先見之明，但是：「卻沒
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然後接下去聖經解釋甚麼是愛：「愛
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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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愛」
是「為對方設想」。當我們想做一件事、
想說一句話之前，若先設身處地，為對
方想一想，這便是愛了。從前我看這段
經文，看到的只是一些「愛」的定義，
如今我把所學到的新知識和聖經對照一
下，便更堅信聖經真是上帝的話。科學
家們費了很長時間才研究出來的「最新
發現」，聖經老早便告訴了我們哩！所
以現在我禱告比從前更多，每次禱告，
都讚美上帝。我對上帝說：「原來我一
向是那麼愚昧，讀聖經讀了四十五年，
到現在才發現你的話這麼珍貴！」

不過單靠知識，還是不足夠的。上帝
最感動我的，是祂愛我們。這是我之所
以能維繫信心一直到如今的一個很重要
的原因，也是非我能解釋的因素。愛不
是知識，它超越知識。主耶穌說，一百
隻羊失去了一隻，祂也會放下九十九
隻，去找那一隻失落的。難道九十九隻
羊不比那一隻失去的重要嗎？這該怎樣
計算、怎麼衡量呢？這就是上帝的愛
了 — 不是用理性計算出來的。雖然已
有九十九個人信了耶穌，蒙了救恩，只
要牆外尚有一個人迷失傷心，上帝就要
去尋找。你和我有這麼多的缺點，怎麼
上帝會這樣愛我們呢？有一首聖詩說：
「像我這樣，你竟還肯愛我！」當我想
到上帝的大愛時，我便降服，不再執著
了！因為愛不是科學，這是科學不能接
觸的範圍。上帝的愛是無限無窮的。當
主耶穌被釘十架時，祂的手是張開的，
真的是「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
向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
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
多遠。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
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詩一零三 
11 至 13 ）上帝的愛無限長闊高深，能
叫一個人心溶化的，並不是知識，而是
愛。以前我跟人談話時，總是用腦袋去
說話，現在我嘗試用心靈去和人說話，
我發現兩者之間分別很大。用心靈和人
說話，他們很有回應，有些也拿出一片
心來。耶穌愛我們，祂不只為我們掏出
了片心，更為我們捨了生命，我們應當
也用心靈回應主的愛。

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441 期

教我如何不信祂
吳宣倫

我不知道自己剩下的年日有多少，但
我願學保羅的榜樣，那美好的仗仍要
繼續打下去，向更多的人做見證、傳
褔音。」

上帝未曾應許天色常藍。基督徒並
非不遇生離死別，但在今生裡，我們
不只有盼望，在來世裡我們還有永生。
到那日，主必擦乾我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祂要領我們到生命水的源頭。

殯儀廳上空繚繞著感人的歌聲：
「等再見。等再見。等我們相見在主
腳前。」他的妻子特別為愛子唱了一
首令人難忘的歌：「主所親愛的，現
在安睡吧！可憩息高臥在主胸懷。親
人雖愛你，莫及主的愛，再會！再會！
再會！」與會的人莫不飲泣，一則因
對逝者的懷念，二則因被這對夫婦的
信心所感動。連廳外等待第二場喪禮

的巴西人，也被這氣氛感染，陪著哭泣，
並一同和聲歌唱。

這不是一場悲慘的喪禮，而是一場
動人心弦的見證會；不是與會者來安慰
那弟兄和姊妹，卻是這弟兄夫婦以他們
對上帝貞堅的信心，激勵了眾人。

載自《中信》月刊第 44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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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再者，修行學佛的大圖或長期目

標就是要成佛。知道了目標，接著

就用種種的方法朝著目標前進。大圖

看清楚之後，才知道要怎麼走，否則

真是猶如走進森林中找不到出口。目

標清楚後，每天才會精進地去實踐這

一目標。筆者在佛學院的院長常說：

「立志要長，不要常立志。」我們一

開始學佛就要有長遠的立志，堅持到

底，朝向成佛的目標，而不是常常改

變主意。有些人立志要學某些論，不

久之後又立志要禪修，又改變要念

佛。這樣是不會有結果的。另外，目

標雖然定得很高遠，但還是要腳踏實

地去做。

修行如此，學習經論也如此。在

讀任何一部經或論的時候，最重要的

是要有系統的學習，要先看清楚經論

的大綱。搞懂經論的大綱之後，再去

理解其細分。所以在佛學院編講義的

時候，筆者是被訓練要先立「總說」

，再立「別說」的科判。這樣在讀經

論的時候，方向始終明顯、方法前後

有次第，不會造成讀後忘前、讀前忘

後的問題。

釋法隆

真正學佛修行的開始，是在於能

夠看見佛法的整體性。筆者真正學

佛的開始是在進入佛學院的時候。

師長說了一句話：「你之前所學的，

只是見樹不見林。」之前一直認為自

己對佛學有把握，看了很多經論，背

了許多名相，參加了無數禪修營。可

是，一進入佛學院，師長的一句話，

真是如《大智度論》卷63所說：「從

是已來，以求諸法決定相故，自執其

法，不知佛為解脫故說法，而堅著語

言故，聞說般若諸法畢竟空，如刀傷

心！」一般人學佛，都是零散的、沒

有系統的學習。這樣的學習是達不到

目標的。學佛其實就是要先看到其大

圖，要有系統而學。「見樹不見林」

短短的一句話，就成為筆者人生的座

右銘。

一般人常常因為太投入於細項，

導致自己對佛法產生疑惑。不少人太

執著於某些修行方法，或是某些經論

是最好的，這就是「見樹」。但卻忘

了整個修行的目的，忘了「見林」。

每個人的方法是因個人的喜好而異，

並沒有所謂的優劣。但是，最終目標

是一致的，也就是戒、定、慧的成

摘自佛光法苑第227期

風雨無阻的，抱著上班的心情去上課

（的確像上班一樣，因為我走高速公

路老是遇塞車。去上課的開車時間也

和以前上班時開車的時間一樣長），

彷彿開始了精神方面的職業生涯。其

實在上研討班之前，我陸陸續續參加

過半日禪和一次禪三。深感自己的程

度太差，連法師的開示都聽不懂。進

入研討班就好像四周都是善知識，法

師和資深學長們有問必答，毫不吝惜

傾囊相助。後來有機會又參加了禪四

和禪七，學以致用更是受益無窮。

現在回想起我這幾年所碰到的負

面的境界都值得感謝，可以做為人生

的座右銘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座右銘：「退步原來是向

前」

這是出自唐朝布袋和尚的插秧

詩。據說是他接受農夫的供養以後，

為農夫說法開示：「手把青秧插滿

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

道，退步原來是向前。」的確，插秧

看起來是退後的動作，然而整體是成

功前進的。人生不也如此嗎？

有時候，我們遭受打擊一蹶不

振，也恰是東山再起的時機，失敗

為成功之母。佛法的十二緣起和四

聖諦，教導我們如何斷煩惱。樂極

可以生悲，前進也可以是退步的癥兆

呀！保持無常觀，不論生活中起多大

風浪，也不至於大受影響。

第二個座右銘：「以病為師」

一般人整天忙進忙出總覺得非要

追求高效率不可，忙得沒有時間生

病，一閒下來就生病了。為什麼會這

樣呢？主要是不用心觀察或聆聽自己

的身體。

好像我們打坐時，現象粗的比細

的容易觀察。在這裡身體就是粗的 

因此我們用數息觀或觀察腳痛腳麻。

生病時彷彿一個當頭棒喝，雖然未必

當下開悟，卻也能豁然貫通平時馬虎

不用心之處，病中反而能深刻自省。

我覺得探視病人也是一個很好的自省

功課，他人的病增長我們的悲心，也

給我們一個警惕。

以前我去住家附近的公園健走

時，常碰到一對李姓校友夫妻。那時

李太太在圖書館上班，所以我看到李

先生的次數比較多，常點頭問好。大

約兩年前我忽然發現好久沒見到他們

了，十分困惑。去圖書館詢問，才知

道李太太提前退休，為了照顧生病的

先生。因為私人訊息的安全問題，我

要不到她的聯絡電話。最後才從師大

校友會找到他家的電話，打去問李太

太怎麼回事？聽了之後不勝唏噓，才

知道李先生的生病過程十分坎坷。從

來不生病的人，病起來就驚天動地。

藥物後遺症接踵而至，現在不認得人

了。他住的那家安養中心離我家不

遠，有時路過拜訪，發現他氣色不

錯。雖然已經無藥可救，但太太天天

去照顧關懷，親友們也不時的拜訪，

偶爾會出現令人驚喜的反應。

我的親友中也不乏失智的例子，

的確有這樣忽然清醒的現象。這說明

了什麼是無常，健康是無常，生病也

是無常。任何病或是負面的境界都可

以引為借鏡，從中學習。身體病了其

半農

黑暗中的明燈

然而，在生活上也同樣不要「見

樹不見林」。人與人相處時，往往

喜歡看別人的缺點。十年的友誼會

因為一時的小過錯而全毀；別人的

一個小過失會記得幾十年，但是小善

事幾天後就忘掉了。其實，若要專挑

人家的缺點，倒不如看一個人整體的

完美性；若要記人家的小過失，倒不

如記得其善德。這如《大智度論》卷

14所說：「菩薩修行悲心，一切眾生

常有眾苦：處胎迫隘，受諸苦痛；生

時迫迮，骨肉如破，冷風觸身，甚於

劍戟。是故佛言：『一切苦中，生苦

最重。』如是老、病、死苦，種種困

厄，云何行人復加其苦？是為瘡中復

加刀破！」人生已經有種種的痛苦，

從出生開始，就一定要面對老、病、

死。當中，我們還要因別人的缺點和

過失而起煩惱，這不就是苦上加苦

嗎？人生已經夠苦了，不必再加不必

要的苦。應該多看人家的善德，學習

和吸收別人的優點，讓自己活得更快

樂、更有意義。

雖然以上所說的「見樹不見林」

，可以應用在修行上、學問上、人

生上，但是還是要謹慎會產生的毛

病。有些人修行得很好，但是要小

心不要走「怪」；另有人對佛教經

論學得相當有成就，但要小心不要起

「慢」心；又有些人在人生中積極行

善，發心可佳，可是要小心不要太「

俗」而失去佛法的意義。然而，很多

人誤以慢心為精進。學佛幾十載，認

為自己很精進，但實際上是一種輕慢

心。輕慢心的現象通常是會覺得自己

比別人厲害。應對這種慢心的時候，

要想到不輕菩薩的一句話：「我不輕

汝，汝等行道，皆當作佛。」不輕菩

薩雖然是一位大菩薩，但他從來不會

輕視其他人。無論初學或久學，他都

一同等視，因為他知道，每個人都會

成佛，都是將來佛，所以他不敢輕視

將來佛。我們也應該學習不輕菩薩的

德行，要知道每個人都有其值得學習

的地方。

除了以上所述，「見樹不見林」

還有更重要的意義。一般人會把佛法

跟世間法畫一條線來分開。誦經、念

佛、拜佛、靜坐是佛法，而掃地、唱

歌、跳舞、聊天是非佛法。這如在森

林裡見一棵一棵的樹。其實，學佛到

最後，世間法和佛法是融合的，如大

樹或小樹同樣是在森林裡。世間上的

一切都是佛法；佛法不離世間。比如

說東西壞的時候，知道這就是無常的

顯現。因此，佛法才能夠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如丟垃圾時，同時可以觀想

丟棄煩惱；起貪瞋癡時，就要警覺自

己已經生病，要趕快吃法藥；跟人家

相處，是慈、悲、喜、捨的學習；每

天去上班，是精進用功的表現；談生

意時，是守五戒，尤其是不妄語的練

習。以上的例子就是將佛法與生活結

合在一起。

總而言之，「見樹不見林」這一

語，讓筆者清楚人生的方向，同時

也減少許多煩惱。我們不只是對外

物別計較，對煩惱也應該別計較。倘

若在靜坐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妄念眾

多，這時要提醒自己別計較這一坐的

煩惱，反而要記得整個過程中雖然有

起起落落，但總是在成長的。在學習

經論時也如此，要先知道這部經論是

教什麼、其目的為何、及要達到怎樣

的結果。以上跟大家共勉！

見樹不見林

實是警告你要好好休息，讓身體自動

調整，而不是只用藥物來壓抑病象。

宏意法師開示「身苦而心不苦」，最

能代表病人應有的修練方向。當負面

的境界生起，不必急著打壓或避之唯

恐不及，只要抱著隨緣的心情去對待

它，並且感謝它的示現。

第三個座右銘：勤修滴水禪

七年前我不幸得了盲腸炎，那是

生平第一次挨刀，在那之後接二連三

和醫生打交道。也幸而生病才有機會

在病中拜讀滴水禪一書（Drip Medita-
tion琉璃光雜誌出版，中英對照，作

者是Dr. Mitchell May)。

喜歡種花種菜的朋友，都有裝設

菜園裡滴水管路的經驗。植物不能

缺水，我們不能缺心靈的寧靜，把

滴水的原理用在禪修上就一目了然

了。也就是說不要等到一個月一次

的半日禪，一星期一次的30分鐘禪修

（每週二的研討班課後有禪修),或是

個人每天早晚的禪修，畢竟時間太短

了。最好你能增加禪修的頻率，利用

各種可能的短暫活動去追求心靈的平

靜（藉由數息、念佛、慈心禪）。譬

如開車時碰到紅燈，接電話或打電話

之前，看電視或使用電腦的前後，吃

飯前後，做院子裡的雜活，做各種家

事，或者是生氣的前後(如果你可以

察覺自己在生氣)。這其實就是一行

禪師所提倡的正念（mindfulness），

也是八正道之一。我一向興趣廣泛，

學佛之後方知這是貪心太重，也會徒

增煩惱。人生苦短，應當以滴水禪原

理把握當下。像雷射光束一樣集中心

力，一次只專心做一件正事，持之以

恆就會減少煩惱。

以上是我最近幾年來的親身體

驗，尤其是遭逢巨變不知所措時，它

們有如黑暗中的一盞明燈，使我能定

下心來看清方向，在驚濤駭浪中勇往

直前。

大約四年前，石油探勘這一行突

然變得不景氣，迫使我提早成為退

休族。一開始因為沒有心理準備要退

休，所以仍然努力充實自己，學習新

知，希望能改行。像無頭蒼蠅一樣到

處趕場，參加各種座談會。雖然也有

收穫，可是心定不下來。加上自己的

面孔騙不了人，的確是上了年紀了，

求職毫無結果。身心俱疲的情況下，

一次身體檢查發現出了狀況，開始和

醫生打交道。開刀復健之後，痛定思

痛，決定從原來的職場正式退休，過

着和泥土花草蟲鳥為伍的生活。

一個偶然的因緣，在兩年前踏入

玉佛寺每週二的佛學研討班，用的課

本是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上課

的同學來自不同背景，學習佛法程度

不一，但是在修慧法師帶領下居然各

有領悟，真是不可思議。我差不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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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澎湃吸力,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揮手開啟
壹步到位

行業首款
側吸雙直流電機

綠色超級爆炒檔
對付油煙廚味終極武器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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