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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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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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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簽證$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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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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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BB22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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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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20192019 年會年會 將於下周日將於下周日（（11月月2020日日））盛大舉行盛大舉行

中華合唱團五十七屆音樂會 一月十九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舉行

市長Turner於1月7日上午在市政廳舉行會議
休斯頓市在1月21日舉行紀念MLK的41週年大遊行

(本報訊)在獲悉二次大戰期間赴美受訓的
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學員計有52名殉職人員安葬
於美國德州艾爾帕索(El Paso)布利斯堡國家公
墓(Fort Bliss National Cemetery)的消息後，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本(1)月
8日率領駐處同仁及El Paso台灣商會會長廖啟
宏、副會長陳怡辰、會員陳家元及楊坤霖，由
該國家公墓主任James Porter率同仁全程陪同，
向70多年前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空軍英靈獻花
致敬。

在簡單隆重的儀式中，每一位國軍烈士靈
前均插上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及一束鮮花，陳處
長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我空軍英靈表達深深追
思、永遠懷念及最崇高敬意，氣氛莊嚴肅穆。

陳處長表示，對日抗戰期間，中華民國與
美國併肩作戰。我空軍招募多批愛國青年共赴
國難，派遣他們前往美國接受飛行軍事訓練，
但有多位飛行學員不幸殉職，安葬於海外已逾
70載；今日站立於52位空軍烈士靈前，感念國
軍先烈們為中華民國犧牲奉獻，我全體國民更
應該團結一心，延續國軍先烈忠勇愛國的偉大
精神與高貴情操，持續為維護中華民國台灣的
主權獨立，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定竭盡心力，以
告慰烈士在天之靈。

依據布利斯堡國家公墓官網記載，二次大
戰期間我空軍在美受訓殉職學員，係於1944年
秋季，由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選定布利斯堡國家
公墓作為安葬地點，計有52人安葬於此。

(本報訊)豬年將至，在辭舊迎新之際，美南山東同鄉會2019
年會將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週日）下午 5:00-9:00 點在 Expo
Event Center (原鳳凰海鮮大酒家）（15156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 77083）盛大舉行。今年的年會預計有~800人參加，將是
美南地區規模最大的社團聚會之一，屆時將有中美兩國政要、社

區領袖、在休斯頓地區投資發展的山東企業以及美南各地的老鄉
共同參加，我們也誠摯的邀請各位老鄉以及您的朋友和家人共同
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盛會！
今年年會的畫冊廣告：全版彩色300元，半版彩色200元，封底
1000元，封面背500元，封中1，封中2為500元，請想在畫冊上

做廣告的企業商家盡快與 Sherry 聯繫（電話：832-367-1624；
Email：sherryenglehorn@gmail.com），廣告的截止日期是1.10號
。年會晚宴購票地址：中國城敦煌廣場友家山東餐廳。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市在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MLK)
團結起來舉行紀念馬丁路德金41週年的大遊行。多年來，休斯頓
一直舉行紀念遊行紀念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日：由黑人遺產協
會組織(Black Heritage Society) 的原創 MLK Jr. Day Parade 和 MLK
Grand Parade。 但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週一宣布，該市現在將與
黑人遺產協會合作進行一次遊行。出於這個原因，市長西爾維斯
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舉行的休斯頓城市會議於2019年1月7日
上午10點在休斯頓市政廳的大廳舉行。

數百名新聞媒體，國會議員和國會女議員以及許多其他政府
代表準時出席盛大的會議。Georgia 國會議員約翰劉易斯 (John
Lewis) 和休斯頓棒球 Astros (太空人隊) 傑出的主要球員喬治斯普
林格(George Springer) 將擔任遊行大隊員。遊行由黑人遺產協會和
H-E-B贊助。

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說: “從我執政的開始，我一直誠實地表
達了我對休斯頓市統一和整合 MLK遊行的渴望，”。 “作為全
美第四大城市，休斯頓應該以慶祝最佳和最大的MLK日遊行而聞名。
”

特納說，這個決定是在與社區團體會面後作出的。 特納說：“現
在是時候讓這座城市站穩腳跟並將其官方城市標誌代表置於其中。”
“我希望人民能夠兌現這一決定。”

市長表示，今年的活動將向去年去世的黑人遺產協會創始人奧維

德·鄧肯特爾 (Ovide Duncantell) 致敬。 Georgia國會議員
和民權領袖約翰·劉易斯 (John Lewis) 將與太空人外野手
喬治·斯普林格一起擔任遊行總指揮官。遊行將於1月21
日上午10點開始。該路線將沿著休斯頓市中心西側的達拉斯(Dallas)，
米拉姆 (Milam) 和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街道遊行，它的最終目的地
是城市公園。

音樂表演標誌著休斯頓市MLK日遊行協議的通過，兩場遊行綜合
成為一個。國會女議員Jackson Lee宣布統一休斯頓MLK日遊行，鼓勵
整個社區參加1月21日MLK日遊行。

圖為由休士頓市長圖為由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 (Sylvester Turner ( 前排中前排中 ））本周一在本周一在
市府大廳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會後市府大廳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會後，，與所有出席政要在台上與所有出席政要在台上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休市市長圖為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於本周一在市府大廳舉於本周一在市府大廳舉
行將於行將於 11 月月 2121 日日（（周一周一））上午十時在市中心舉行上午十時在市中心舉行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 大遊行細節新聞發佈大遊行細節新聞發佈
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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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台灣傳奇社團上週在
會長羅茜莉率領下，到僑教中心致贈
即將榮調返台的中心主任莊雅淑兩件
運動衫和以德州旗幟顏色為特色的圍
裙，禮輕意重，致上真誠祝福。

兩件運動衫上有台灣傳奇全體理

事的簽字，粉紅色的是代
表台灣傳奇的龍舟隊，大
紅色是台灣傳奇去年感恩
節遊行的服裝，羅茜莉會
長表示，這三樣禮物在莊
主任的行李中輕盈易放，
傳遞了台灣傳奇對莊雅淑
感情和祝福。莊主任說，
她返台後可以把運動衫裝
框掛在牆上，也是很漂亮
的裝飾。
2017 年台灣傳奇第一次

參加休士頓感恩節遊行，
莊主任也在遊行的行列之中，感受到
萬人爭看的熱情，是一個深具意義的
活動。她感謝台灣傳奇的豐有紀念性
的禮物，也歡迎大家回台時到僑委會
時找她話舊。

休士頓客家會和客家文教基金會
舉辦 「2019年聯合年會」 圓滿成功

莊雅淑榮調返台
台灣傳奇致贈運動衫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客家會和客家
文教基金會於 1 月 6 日中午在 9100 Park West
Dr., Houston,TX.的華美中醫學院大禮堂舉辦
「2019年聯合年會」，由詹煥彩副會長主持。

會上有年度會務報告，還進行選舉客家會理事

及客家文教基金會委員。按照傳統客家歌謠班
首先演唱客家會歌，帶著全場合唱揭開序幕。

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致詞，感謝華美
中醫學院梁慎平博士多年來一直免費提供場地
，讓鄉親有像家一樣溫暖的地方聚會聯誼。范

泌文會長報告
會務成果，回
顧去年會內活
動，協助僑委
會搭橋計畫、
客家歌謠班、
烹飪班等都有
傑出表現。另
外，客家青年
會已由美國新
生 代 接 棒 ，
Elizabeth 徐 主
席是現任僑務
委員陳美芬的
外孫女。

客 家 青 年
會 Elizabeth 徐主席致詞，以客家話問候長輩並
祝新年快樂，並報告一年來在加強宣導認識客
家文化、客家戲劇觀賞及客家會Facebook的活
動成果報告。

客家文教基金會賴剛志副主任委員致詞，

代表主委魏明亮報告年度會務，表揚劉貴美為
年會準備近150人份傳統客家美食，辛苦勞累致
膝蓋舊疾復發。賴剛志副主任委員強調，因為
有這些熱情熱心的理事、委員、顧問、婦女幹
部和全體志工的投入與奉獻，所以客家會及客
家文教基金會才能成長茁壯。

2019年的休士頓客家會理事當天選出的有
汪幹雄、詹煥彩、賴江椿、張賢良、賴瑞華、
管光明及基金會委員陳登美、黃瑪莉、詹松輝
、黃營炎。當場選出汪幹雄新會長。休士頓客
家會汪幹雄新會長致詞感謝大家支持並榮幸擔
任會長一職，希望在未來一年把客家會優良傳
統繼續傳承，前輩們多年辛苦經營發展，客家
會是屬於大家的，是一個共享 「千年榕樹共條
根，客家血脈一家親」的大家族，汪幹雄新會
長也介紹第一副會長詹煥彩、第二副會長賴瑞
華及新團隊。

現場有超過百件禮品和現金紅包，由客家
會會員提供，還有各社團與商店贊助，會上進
行一連串摸彩抽獎，幸運者驚喜不斷，大家度
過一個有意義又值得回憶歡樂的一天。

美南銀行1月19日社區服務講座

黃瑪莉黃瑪莉、、詹松峰詹松峰、、詹煥彩詹煥彩、、賴剛志賴剛志、、范泌文范泌文、、黃營炎黃營炎、、陳陳
登美登美，，年會中歡聚年會中歡聚。。

休士頓客家會新舊理事蔡玉枝休士頓客家會新舊理事蔡玉枝、、邱秀春邱秀春、、賴江椿賴江椿、、詹煥彩詹煥彩
、、范泌文范泌文、、汪幹雄新會長汪幹雄新會長、、張滬錦張滬錦、、賴瑞華賴瑞華、、張賢良年會張賢良年會
上合影上合影。。

（（左至右左至右））台灣傳奇理事羅秀娟台灣傳奇理事羅秀娟、、鄔逸卉鄔逸卉，，會長會長
羅茜莉羅茜莉，，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台灣傳奇副會長金俊家台灣傳奇副會長金俊家，，
理事楊文珍理事楊文珍，，會員黃資傑會員黃資傑。。

【本報訊】美南銀行將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週六）上午 10 點到 12
點特別邀請德州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
陶慶麟醫學博士在該行的社區服務中
心舉辦一場有關 「風濕性關節炎」免
費醫療健康講座。當日講座現場將備
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有關講
座相關資訊查詢，敬請洽詢美南銀行
公 關 莊 幃 婷 (Ling Chuang)
713-272-5045， 或 email: ling.ch-
uang@swnbk.com

根據醫療指出， 「風濕性關節炎
」是一種自體免疫系統的疾病，它會
侵犯關節的軟組織，造成關節的紅腫
熱痛，關節軟骨退化或結締組織發炎
，甚至導致僵硬和關節變形等症狀的
疾病。該疾病一但確診便可能長期伴
隨著疼痛，導致干擾關節的正常運動
。最常見的治療是使用止痛藥來壓制
繼續的炎以防止快速惡化。或物理復
健和進行手術等方法。其目的是希望

讓病人從生活中
就可以減輕疼痛
或減少發炎情況
，與關節炎和平

共處並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在19日（周六） 講座當日，陶

慶麟醫生將會以他個人專業醫療領域
教導大家如何在生活中預防，或治療
「風濕性關節炎」。

陶慶麟醫生簡介，貝勒醫學院士
畢業、聖路易斯大學醫療管理碩士學
位、洛根大學整脊博士學位。陶慶麟
醫生曾多年一直擔任醫療保健顧問醫
師。並在休士頓第一家首創結合中西
醫專家團隊診療方式的 「德州第一醫
療中心」。運用 「幹細胞」療法免開
刀診治各種身體的各種疼痛疾病，包
括關節炎等。有效治療疾病解除病人
疼痛，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體
功能，以全方位的醫療服务與診療，
造福許多患者。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银行(Member FDIC)成

立于 1997 年，總行位於德州休士頓

中國城內，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
口处) 。

在糖城、達拉斯、奧斯汀等均設
立分行，加州亦設有貸款辦公室。以
中、英、越、韓、拉丁等多語言，提
供全方位商業和个個人的銀行服務。
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處，以提供更
完善全方位的各項金融業務。美南銀
行的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的自動電話
銀行及中英雙語網路銀行，歡迎大家
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
參閱網站：www.swnbk.com

美南銀行創行至今，一向以服務
社區為宗旨，對于攸關廣大民眾的切
身福利的各類資訊，本行隨時舉辦各
種多元化資訊的免費講座。例如，服
務、生活健康保健、法規等邀請專業
人士為民眾解說、講演等，提供民眾
最即時及專業的訊息。



休城工商 BB55

休城畫頁

星期六 2019年1月12日 Saturday, January 12, 2019

若您以外幣處理應收或應
付賬款，有國際間的資金轉移
， 或僅希望投資外幣，國泰
銀行均可提供專業服務，協助
管理您的外匯交易。

本行提供即期與遠期之交

易，使您可及時完成您個人獨
特的外匯需求。此項服務並無
手續費，加上本行之優惠匯率
，您將有更彈性的空間可調整
應收與應付賬款之價位， 從
而在全球市場上保持競爭性。

當利用此項服務時，您亦可同
時為您的外幣投資保持優惠之
兌換匯率。

國泰銀行作為提供外幣兌
換的主要華資銀行。本行經驗
豐富的外匯專員將提供給您快
捷、親切及專業的服務。
Foreign Exchange Department
Contact Information
Foreign Exchange Corporate
Dealer
Toll Free:
1-866-228-4299

進入老年以後，身體各功能大大
下降，比如循環系統出現障礙，免疫
力下降等，使老人的健康和生命遭到
各種健康隱患威脅。野花牌綠蜂膠功
能齊全，沒有任何副作用，是維護老
年人健康的佳品。

益血管：綠蜂膠有促進血液迴圈
的功能，素有“血管清道夫”的美譽
。其中含有大量的黃酮類物質和蕓香
能明顯降低血脂含量、降低血管增厚
變脆等風險；綠蜂膠還含有煙酸具有
降低膽固醇的作用。服用野花牌綠蜂
膠，有助穩定血壓，減少血管相關健
康隱患。

益神經：很多老人都有出現失眠
、記憶力減退等現象，其實這些都是
神經系統紊亂作的怪。上了年紀，腸
胃神經功能紊亂，就易得便秘；植物
神經功能紊亂，就易得失眠、神經衰
弱等。在臨睡前服用綠蜂膠具有安神
助眠的作用。

益免疫：免疫力低下，是老年人
健康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綠蜂
膠是很好的免疫調節劑，其中的黏多
糖成分能有效的提高免疫力，有助老
人遠離健康威脅；同時還是高營養物
質，能從根本上改善老年人的體質。

益代謝：過多的自由基是導致衰
老和身體出現問題的重要因素。綠蜂
膠能清除自由基，延緩衰老，讓老年
人的機體充滿青春活力，保持旺盛的

精力。
益營養：巴西頂級綠蜂膠是一種

高活性的營養物質，含有400餘種營
養成份，且絕大部分營養物質的配比
都與人體十分相似，其中的氨基酸、
蛋白質都是以遊離形式存在的，極易
被人體吸收。因此野花牌綠蜂膠可全
面補充營養，為老人的健康提供良好
的物質基礎。

益全身調節：綠蜂膠對老年人身
體的調節作用是全面、綜合的。許多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身體大都患有多種
問題，對於這樣的情況一般很難找到
一種可同時應用於多種健康問題的藥
物。而綠蜂膠正好彌補了這一空白，
它可對人挺進行全身多方位的調整，
在輔助治療的同時進行保健。

益長壽：一般常年食用綠蜂膠的
老年人，大多紅光滿面，精神矍鑠，
反應敏捷，耳聰目明。健康是長壽的
前提，綠蜂膠首先可以幫助老人降低
健康隱患。不僅可以為老人補充營養
要素，還能提高免疫力、增加新陳代
謝、調節內分泌，這些是長壽必不可
少的條件，這也就是養蜂人長壽的原
因。

無毒副作用：多國權威實驗證明
，野花牌綠蜂膠是純天然，經過了嚴
格的毒理試驗，沒有任何副作用，成
為可供老年長期服用的保健佳品。野
花牌綠蜂膠是蜂膠之王, 每一滴“野

花牌綠蜂膠”，均為國際GMP產品，
淨濃度85%，類黃酮7%, 酚多體3.5%
，數倍或數十倍於同類產品，且不含
酒精和蜂蠟等，自1982年以來受到全
球消費者青睞, 是信得過的長盛不衰
的保健品。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
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
費醫學咨詢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
，祝您健康！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對老年人的益處對老年人的益處

Joint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Joint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

JCCAA Leisure Learning ClubJCCAA Leisure Learning Club 20192019 Kick-off LuncheonKick-off Luncheon

國泰銀行外匯產品及服務國泰銀行外匯產品及服務
 

 

 

 

國泰銀行外汇产品及服务 
若您以外币处理应收或应付账款，有国际间的资金转移， 或仅希望投资外币，国泰银行均可提供专业服务，协助管理

您的外汇交易。 
  
本行提供即期与远期之交易，使您可及时完成您个人独特的外汇需求。此项服务并无手续费，加上本行之优惠汇率，您

将有更弹性的空间可调整应收与应付账款之价位， 从而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性。当利用此项服务时，您亦可同时为

您的外币投资保持优惠之兑换汇率。 
  
国泰银行作为提供外币兑换的主要华资银行。本行经验丰富的外汇专员将提供给您快捷、亲切及专业的服务。 
  
  
Foreign Exchange Department Contact Information 
Foreign Exchange Corporate Dealer 
Toll Free: 
1-866-228-4299 
 
即期交易 本行提供即期外汇交易，您可依据当时汇率，在两个工作天内结算。 

远期交易 1 视各国贸易业务情况，您可锁定汇率及期限，在未来进行外汇交易。您可指定在一个

固定日期或在固定期间内的任何一天进行结算。 

非交割远

期交易 1 
非交割远期交易为和有外汇管制的国家进行生意往来的公司提供保障。非交割远期交

易和远期交易的特点性质相近。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非交割远期交易的结算， 并非真

正的外币交割，而是就约定汇率与当时市场汇率的差额决定结算的美元金额。此种美

元的结算方式，对于在处理新兴开发市场货币（例如人民币及新台币）的波动，提供

保障。 

外汇期权 1 外汇期权的买方支付期权金后，可以享有于到期日按照行使价买卖外汇的权利， 但并

非义务。外汇期权使买方在外汇波动中享有优势，为其提供保障及弹性。 

外币定期

存款 
若您想将现有之投资组合作多样化的调整，本行的外币定期存款将是您外币投资的另

一项选择工具。本行提供多样化的外币种类选择，可让您于利率及外币兑换的波动中

得益， 从而满足您的外币投资需要。外币定期存款期限灵活，由 7 天至 12 个月不

等。开户简易，且无交易费或手续费。外币定期存款亦适用于 FDIC 存款保险 3。 

多种外币

活期户口 
多种外币活期户口设有不同种类的外币可供选择。若您拥有不需要即时兑换美元的外

币， 此户口会符合您的需求。开设多种外币活期户口后，您可以利用电汇有弹性地处

理应收与应付账款。多种外币活期户口亦适用于 FDIC 存款保险 3。 

外币现金

兑换 
若您需要出外商务旅行或私人度假，本行提供六十多种主要外币现金兑换。我们的市

场兑换率优惠，手续费低廉，服务亲切便捷。本行兑换的外币包括： 
 
• 澳元 
• 英镑 
• 加拿大元 
• 人民币 
• 欧元 
• 港元 

 日元 
 墨西哥披索 
 新台币 
 纽西兰元 
  新加坡元 
 瑞士法郎 

 
国泰银行之国际通汇银行网路遍及世界各地，提供丰富的外币资源， 满足您的外汇投资需求。有关详情，请致电外汇

部(626) 279-3235 或外汇部热线(866) 228-4299 或亲临任何一间国泰银行分行。 
 
1 此服务或不适用于所有客户，详情请向外汇部查询。 
2 因外币汇价之波动，投资者或有损失本金的风险。 
3 FDIC 存款保险是以银行结束当日的汇率来计算外币存款金额的等值美元，并根据法定设立的金额为上限。 FDIC 存款

保险不包括外汇风险的保障。 
 

國泰銀行之國際通匯銀行
網路遍及世界各地，提供豐富
的外幣資源， 滿足您的外匯
投資需求。有關詳情，請致電
外匯部(626) 279-3235 或外匯
部熱線(866) 228-4299 或親臨

任何一間國泰銀行分行。
1 此服務或不適用於所有

客戶，詳情請向外匯部查詢。
2 因外幣匯價之波動，投

資者或有損失本金的風險。
3 FDIC存款保險是以銀行

結束當日的匯率來計算外幣存
款金額的等值美元，並根據法
定設立的金額為上限。 FDIC
存款保險不包括外匯風險的保
障。

Date : Saturday, January 12, 2019
Time: 11:00a.m. Registration

11:40a.m. Welcome ,
Greeting & Lunch

12:10p.m. Keynote
speaker: professor Paul Chu

“The Odyssey of
a Chines American Physicist”

12:40p.m. Recognition of
LLC Committee Members

01:00p.m. 2019 Program
Presentation
Place: TECO Chinese Culture
Center 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Cost : Free to LLC members, $10
for non-LLC members
Registration Deadline: Saturday
January 5th, 2018

Registration Procedure

• Register with your group leader
or at LLC website http://www.jccaa.net

• Download LLC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form from www.jccaa.net

• Check Pay to the Order of: JCCAA/
LLC & send with registration form to:
Carol Datta周芝陽, 315 E. Cowan Dr.

Houston, TX. 77007

Membership Fee

For JCCAA Member or spouse
Renewal: $15, new membership: $20
For Non-JCCAA Members or spouses
Renewal: $20, new membership: $25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REGISTER
for KICK-OFF: llc@jccaa.org

Carol Datta 周芝陽713-493-4592,
Aileen Teng鄧嘉陵 281-980-0186
Wendy Lam 謝家鳳 281-224-0704,
Annie Yen 何怡中281-854-7120

由珍貴的歷史圖片所組成的兩套掛圖由珍貴的歷史圖片所組成的兩套掛圖:: ““風雨風雨
彩虹彩虹 百年見證百年見證””及及””馬丁路德馬丁路德””9595條論綱發佈條論綱發佈
500500週年週年”，”，於於20192019年年11月月44日至日至2020日同時在福日同時在福
遍中國教會展出遍中國教會展出。。 １月４日晚７時舉行了開幕式１月４日晚７時舉行了開幕式,,
許多佳賓出席許多佳賓出席。。

““風雨彩虹百年見證風雨彩虹百年見證””歷史圖片展歷史圖片展，，講述國講述國
父孫中山先生與革命先烈在一百多年前父孫中山先生與革命先烈在一百多年前，，帶領華帶領華
人同胞人同胞，，推翻封建統治推翻封建統治，，開創中國新紀元的歷史開創中國新紀元的歷史
過程過程。。展出內容著眼於孫中山先生作為基督徒的展出內容著眼於孫中山先生作為基督徒的

經歷和見證經歷和見證，，以及辛亥以來以及辛亥以來，，一些基督徒革命志一些基督徒革命志
士及建國英豪們的生命故事士及建國英豪們的生命故事。。每張有中英文說明每張有中英文說明,,
並有導覽員及導覽耳機並有導覽員及導覽耳機。。內容包括內容包括：：
11..辛亥革命建國時期辛亥革命建國時期：：孫中山孫中山，，陸皓東陸皓東，，鄭士良鄭士良，，
黃興黃興，，劉靜庵等人劉靜庵等人。。
22..民初抗日時期民初抗日時期：：蔣中正蔣中正，，宋美齡宋美齡，，馮玉祥馮玉祥，，張之張之
江江，，張學良張學良，，佟麟閣佟麟閣，，何應欽何應欽，，張靜愚等人張靜愚等人。。
33..締造台灣財經奇蹟締造台灣財經奇蹟：：孫運璿孫運璿，，李國鼎李國鼎，，吳嵩慶吳嵩慶，，
沈宗翰等人沈宗翰等人。。

44..詳考中國近代歷史詳考中國近代歷史，，各行各業中許多重要關鍵人各行各業中許多重要關鍵人
物物，，其養成培育歷程其養成培育歷程，，幾乎均與基督教有關幾乎均與基督教有關，，列列
舉若干獻身教育舉若干獻身教育，，醫療工作醫療工作，，社會救濟工作社會救濟工作，，文文
學學、、音樂音樂，，藝術工作等各方面的基督徒為例証藝術工作等各方面的基督徒為例証。。

““馬丁路德馬丁路德””9595條論綱發佈條論綱發佈500500週年歷史圖週年歷史圖
片展片展”，”，介紹馬丁路德的成長背景介紹馬丁路德的成長背景，，生平生平，，引發引發
宗教改革的經過宗教改革的經過，，以及他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和貢以及他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和貢
獻獻。。

展覽地點展覽地點::福遍中國教會福遍中國教會 (Fort Bend Commu(Fort Bend Commu--

nity Church)nity Church)
地址地址：：77077707 HighwayHighway 66, Missouri City, TX, 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展覽日期展覽日期：：20192019年年11月月44日至日至2020日日；；星期五星期五（（11
月月 44、、1111、、1818日日））77::0000pm-pm-1010::0000pm;pm; 星期六星期六（（11
月月55、、1212、、1919日日））1010::0000am-am-44::0000pmpm；；星期日星期日（（11
月月66、、1313、、2020日日））11::0000pm-pm-44::0000pmpm
聯絡人聯絡人：：董世民長老董世民長老 (Email:stung(Email:stung7747977479@gmail.@gmail.
com; Tel: (com; Tel: (281281))484484--12031203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風雨彩虹風雨彩虹 百年歷史百年歷史””及及““馬丁路德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圖片聯合展開幕式圖片聯合展開幕式
--以銅為鑑以銅為鑑,, 可正衣冠可正衣冠；；以古為鑑以古為鑑,, 可知興替可知興替；；以人為鑑以人為鑑,, 可明得失可明得失-(-(上上））

開幕式盛況開幕式盛況

黄明發傳道致詞黄明發傳道致詞 開幕式茶點接待開幕式茶點接待導覽員說明導覽員說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 ((孫中山孫中山))建國與基督徒建國與基督徒

羅一強牧師致詞羅一強牧師致詞瀏覽掛圖展瀏覽掛圖展伯特利中心伯特利中心 温正祥温正祥黄明發黄明發董世民長老致詞董世民長老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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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民主黨參議員與川普總統就美墨
邊境建墻的預算問題僵持不下，美國政
府從18年12月22日開始部分關閉，此
狀況已經持續了將近三周。很多讀者來
電詢問政府關閉對於移民事務的影響，
我們根據政府各部門為讀者逐一分析：

1． 美國國土安全部（U.S. De-
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

a. 美國移民局（U.S. Citizenship &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

美國移民局主要是依賴申請人遞交
申請時繳納的申請費維持財政運轉，因
此不受國會預算的影響。美國移民局所
有辦公室都正常工作。已經收到面談或
打指紋預約通知的讀者應按照預約時間
和地點去移民局完成預約指定事項。但
是雇主用以查看申請人是否可以工作的
"E-Verify"服務受預算影響暫時關閉。

b. 美國海關(U.S. Customs & Bor-
der Protection, "CBP")
美國海關的全部出入境口岸都正常運作
。

c.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
ment, "ICE")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正常運作。

2. 美國勞動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 "DOL"）
美國勞動部這次不受影響，正常運作。

3．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此次部分政府關門，移民法庭
（Immigration Courts）直接受到影響
。預計將有更多的案件積壓在法庭。對
於目前已經嚴重積壓的移民法庭，無疑
是雪上加霜。

4. 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ecretary, "DOS"）

美國國務院正常運作。所有的駐外
使領館也會正常進行簽證和護照服務。

歷史上的政府關門
從1976年起，美國聯邦政府一共

經歷超過20次關門。根本原因都是國
會與總統在政策上出現分歧，以政府預
算作為要挾。在川普總統執政期間，政
府已經經歷三次關門，分別出現在
2018年1月、2月和12月。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在2018年 12月 3
日公布新的H1B申請程序：“電子註冊
”申請程序的草案，並開啟公眾評論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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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表示，將於2019年2月16日之前在
官網上宣布開放電子註冊系統的時間，
3月18日之前開放系統，開放時間到4
月1日。開放時間不少於14天。需要註
冊的內容包括：1. 雇主的名字，雇主的
稅號EIN，雇主的郵寄地址；2. 獲得授
權代表雇主的代表方的名字，職位，聯
系方式（聯系電話和郵件地址）；3. 受
益人的姓名，生日，出生地，國籍，性
別，護照號碼；4. 受益人是否在美國獲
得了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5. 其他相關
信息。移民局將改變往年的抽簽程序：
2019年起，將從電子註冊的申請中先
抽取65000個 H1B簽證名額，其中包
括符合美國高學歷的受益人。然後從第
一次沒有被抽中但是符合美國高學歷條
件的受益人中再抽取 20000個 美國高
學歷H1B簽證名額。移民局會在有效的
註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雇主
會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
的時間遞交H-1B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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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庇護和難
民入境美國和獲得綠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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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政府臨時美國政府臨時""部分關門部分關門""
對移民事務的影響對移民事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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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主題書慶祝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主題書
畫展開幕式畫展開幕式 (( 下下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出席畫展儀式的貴賓合影出席畫展儀式的貴賓合影。。

張大千大師的女兒張心慶女士張大千大師的女兒張心慶女士，，在開在開
幕式上講話幕式上講話。。對眾多美國傳媒對眾多美國傳媒、、藝術藝術

博物館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博物館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

華美銀行副總裁林起湧華美銀行副總裁林起湧((左左 ））與畫家張要武與畫家張要武（（右右））合影於張合影於張
要武所繪的張大千大師畫像前要武所繪的張大千大師畫像前。。

圖為富歷史性的中美元首會晤圖片展圖為富歷史性的中美元首會晤圖片展。。中美現代藝術家作品展展區中美現代藝術家作品展展區。。

出席大會的東北同鄉會出席大會的東北同鄉會、、山東同鄉會代表山東同鄉會代表（（右起右起 ））李秀嵐李秀嵐、、
孫鐵漢孫鐵漢、、劉姸劉姸、、高緒春與大會主席吳因潮高緒春與大會主席吳因潮（（右二右二 ))，，畫家張要畫家張要

武武（（右三右三））合影於畫展現場合影於畫展現場。。

（（ 左起左起 ））少林功夫學院釋行浩大師少林功夫學院釋行浩大師、、畫家王鑫生畫家王鑫生、、楊俊楊俊
義太極拳大師夫婦合影於畫展現場義太極拳大師夫婦合影於畫展現場。。

著名雕刻家王維力著名雕刻家王維力（（中中 ））及其學生及其學生（（左左 ））與著與著
名舞蹈家周潔名舞蹈家周潔（（ 右右 ）） 在畫展現場在畫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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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隆重推出多條特價精選歐洲遊輪王朝旅遊隆重推出多條特價精選歐洲遊輪！！
11月月3131日前預定日前預定 獲贈免費獲贈免費 來回國際機票來回國際機票

歐洲，一片有著萬千城市，田園，
河流和湖泊的開闊大陸，一個有著數不
盡的城堡，教堂和宮殿的夢幻國度，令
很多人都向往著能去歐洲旅遊，而現在
最流行的旅行方式，正是王朝旅遊為大
家帶來的坐遊輪遊歐洲！

在歐洲，每一條河流都有它的故事
，每一條河流都孕育了它的文化和子民
，而河兩岸的風景和建築也是對歷史最
好的詮釋。乘坐歐洲內河遊輪最大的好
處就是能夠隨時看到美麗的風景，可以

去到火車汽車不到的地方，可以不用整
天換旅館收拾箱子行李，可以不用發愁
一日三餐，坐遊輪的旅行可以讓你得到
最大程度的放鬆，船停時可以上岸觀光
遊覽，船開時可以在甲板上品美食欣賞
沿岸的風光。

而王朝旅遊推出的多重遊輪路綫，
可以讓你自由選擇出發地，穿梭於歐洲
各條內河之間，一路感受到法國的優雅
浪漫，德國的雄偉壯觀，荷蘭的風情萬
種，瑞士的冰天雪地。出發日期幾乎遍
佈全年每個月，價錢則是非常優惠，不
僅包括船上的餐飲住宿，還有岸上的名
聲古跡參觀遊覽。

著名的藍色多瑙河，流經9個國家
，和世界文化遺產的萊茵河一起，貫穿
了整個歐洲。而王朝旅遊推出的旅遊綫
路，正是一路沿著多瑙河和萊茵河遊覽
歐洲的，會經過多個歐洲國家和港口城
市。萊茵河之旅主要途徑荷蘭（阿姆斯
特丹，小孩堤防），德國（科隆，科佈
倫茨，呂德斯海姆，海德堡，巴登巴登
），法國（斯特拉斯堡），瑞士（少女
峰，琉森，巴塞爾），主要的瀏覽範圍

在西歐。多瑙河之旅主要途徑奧地利
（維也納，瓦豪河谷，薩爾茨堡，梅爾
克），德國（帕紹），傑克（克魯姆洛
夫），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匈
牙利（布達佩斯），小衆的東歐卻也有
著別樣的風情。不管是多瑙河還是萊茵
河，都有著多條綫路可選，沿途都可以
飽覽如詩如畫的山光水色，探訪世界遺
產名錄的古堡宮殿，深入童話般的中世
紀小鎮，感受歐洲文化，暢享船上美食
，最低價只要$2999起！另外還有一條
特別推薦的路綫，從巴黎到瑞士共12天
的行程，也只要$4999起！所有路綫的
費用都已包括河輪住宿，岸上觀光，船
上免費餐飲，暢飲紅酒白酒和啤酒。

歐洲之旅的豪華遊輪包括有維京，
愛瑪，名人，海洋，七海等大家熟知的
著名品牌，品質的保證，能為大家帶來
最好的服務和舒適的享受。無論是和父
母同遊，和愛人相伴，和朋友相聚，都
可以乘坐遊輪來開啓一趟難忘的歐洲之
旅吧！

還有更多精彩優惠的遊輪行程，盡
在王朝旅遊，詳細行程請電話或者微信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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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Dr， Suite A-14，Houston, TX, 77036

凱蒂大學凱蒂大學城城，，熱誠招商熱誠招商中中，，正對校正對校園園，，中心位中心位置置，，最棒租約最棒租約

John WooJohn Woo熱誠地產熱誠地產(Passion Realty)(Passion Realty)負責人負責人
www.KATatUniversity.comwww.KATatUniversity.com
電話電話：：832832-- 876876--86788678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去年休士頓最
震撼人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在 Grand
Parkway 99 號公路與 I - 10 高速公路東北
角的 「 凱蒂大學城」 整體化商圈的動土
，使這塊佔地15餘英畝，高質量控制開發
的凱蒂大學城及附近商圈，成為休士頓地
區躋身主流多元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地區
。 該 區 距 Cypress 17 英 哩 ， 距 Cinco
Ranch 5 英哩，距 6 號公路 8 英哩。其影
響 範 圍 將 覆 蓋 凱 蒂 （ Katy ) ,Cypress,
Spring 甚至延伸至Woodland , 滿足大休士
頓西北區的多元族裔生活需求。該地區由
超過300多個國際性，全國性，和當地的
公司所組成，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化工，
康菲石油公司，雪鐵戈，陶氏化學，沃利
帕森，殼牌石油公司，以及BP America。
而附近佔地8100 英畝的住宅社區，更有
著12000 戶家庭，使該區適合餐館、零售
、醫療、辦公大樓和老年人生活住宅區，
平均家庭收入$120，000 美金，是面向高
檔客戶群，以保障高品質商業環境，同時
為主流人群提供更多機會了解亞裔社區。

隨著凱蒂UH ( 休士頓大學） 的動土
，H Mart 已新開幕，現凱蒂大學城，再次

出擊！也吸引眾人的目光。 「 凱蒂大學
城 」 就在有上萬學子的 「 休士頓大學 」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的校園之南，乃
商家必爭之地，位於中西合併的圓環中心
，全時段的人潮車流，還有高速雙十字地
勢I10及99高速公路每天30萬車流量，更
是上學下班必經之路。

凱蒂大學城，打造整體化商圈！包含
辦公，醫療，住宅，還有餐飲，全美第一
漢亞龍超市，購物，娛樂，整體生活機能
，近在咫尺步行之間。跟著 「凱蒂大學城
」 走，讓您生活更完善。 「 凱蒂大學城
」 的商舖面積，各種大小隨意，從1500
sf 到20,000 sf 皆有。並附有油井和消防
系統聯結。並有對街校園的頂級位置，先
到先得，租約最優，歡迎比價！

「 凱蒂大學城」 現正熱誠招商中。洽租
請找Passion Realty （ 熱誠地產）的

John Woo,電話：832- 876-8678 ，或以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聯

繫，John Woo 的微信及Line 的ID :
JohnTheRealtor 網站：www.

KATatUnivers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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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休士頓最震撼人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在
Grand Parkway 99 號公路與 I - 10 高速公路東北角
的「 凱蒂大學城」 整體化商圈的動土，使這塊佔
地 15 餘英畝，高質量控制開發的凱蒂大學城及附
近商圈，成為休士頓地區躋身主流多元生活圈的獨
具特色的地區。該區距 Cypress 17 英哩，距 Cinco 
Ranch 5 英哩，距 6 號公路 8 英哩。其影響範圍
將覆蓋凱蒂（ Katy ) ,Cypress, Spring 甚至延伸至
Woodland , 滿足大休士頓西北區的多元族裔生活需
求。該地區由超過 300 多個國際性，全國性，和當
地的公司所組成，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化工，康菲
石油公司，雪鐵戈，陶氏化學，沃利帕森，殼牌石
油公司，以及 BP America。而附近佔地 8100 英畝
的住宅社區，更有著 12000 戶家庭，使該區適合餐
館、零售、醫療、辦公大樓和老年人生活住宅區，
平均家庭收入 $120，000 美金，是面向高檔客戶群，
以保障高品質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群提供更多
機會了解亞裔社區。
       隨著凱蒂 UH ( 休士頓大學） 的動土，H Mart 
已新開幕，現凱蒂大學城，再次出擊！也吸引眾人
的目光。「 凱蒂大學城 」 就在有上萬學子的「 休
士頓大學 」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的校園之南，
乃商家必爭之地，位於中西合併的圓環中心，全時
段的人潮車流，還有高速雙十字地勢 I10 及 99 高速
公路每天 30 萬車流量，更是上學下班必經之路。
       凱蒂大學城，打造整體化商圈！包含辦公，
醫療，住宅，還有餐飲，全美第一漢亞龍超市，購
物，娛樂，整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跟
著「凱蒂大學城」走，讓您生活更完善。「 凱蒂大
學城 」 的商舖面積，各種大小隨意，從 1500 sf 到
20,000  sf 皆有。並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聯結。並有
對街校園的頂級位置，先到先得，租約最優，歡迎
比價！

「 凱 蒂 大 學 城 」 現 正 熱 誠 招 商 中。 洽 租 請

找 Passion Realty （ 熱 誠 地 產 ） 的 John 

Woo, 電 話：832- 876-8678 ， 或 以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聯繫，John Woo 的

微信及 Line  的 ID : JohnTheRealtor  網站：www.

KATatUniversity.com

  凱蒂大學城，熱誠招商中，
正對校園，中心位置，最棒租約

本報記者秦鴻鈞 

凱蒂大學城! 整體化商圈!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乃商家必爭之點 

中西合併圓環中心 全時段人潮車流 

雙高速雙十字地勢 上學下班必經路

包含辦公，醫療，住宅。環繞美食，購物，娛樂。 

整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讓您生活更完善。

Passion Realty                 WeChat / LINE ID: JohnTheRealtor
John Woo  |  832-876-8678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www.KATatUniversity.com

凱蒂大學城 

熱誠
招商 

餐飲 購物 醫療 辦公 住宅 

商鋪 從小到大 應有盡有 

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聯結 

對街對校園位置 先到先得 

國際聞名的商家環繞四周 

熱 誠 招 商  

對街校園   核心位置   各種大小   備有油井   租约最優   歡迎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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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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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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太(七十多

歲 )2015年底她

開車載先生去看

醫生，在百利大

道上突然被人

猛力衝撞，肇

事者是無駕照

者，車子也不

是他的，逃之夭夭，警察來到趕緊把受

傷C太送醫院，說是兩根肋骨斷裂，這是

C太近來第二次開車遭人撞，她是堅強勇

敢面對挑戰，當時沒有照頭部MRI腦斷層

攝影。聖誕夜C太兒子媳婦與友人談起觀

察母親近日行動慢，思維反應有異，友人

勸說「儘快載你母親去醫院看醫生檢查，

照MRI」，當晚C太兒子載母親去看醫生檢

查，照MRI，醫生告知五週前車禍腦部就

有積血現象，現因有腦出血現象，故影響

行動慢，思維反應有異。C太留下住院治

療，C太兒子說「兩天後醫生幫我媽作手

術取出血塊。請你們為我母親禱告。」

筆者已知有四位友人遭墨裔無照駕駛

撞車，釀成車禍身體受傷，甚至2014年底

呂文英姐妹被車撞腦出血，雖經送醫搶救

仍不幸離世。猶記得2015年過去數月來常

見新聞報導伊斯蘭國恐怖組織(ISIS)的暴力

殘忍行為，他們的心猶如石心，殺人砍頭

毫無憐憫心，真的是令人髮指，讓整個世

界帶來了巨大的恐懼。他們從少年被灌輸

仇恨心理，他們的心已被仇恨烙慣了變質

了，沒有良善。

新年開始，萬象更新，今天我們所最

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黃金財寶，知法犯法，

違背良心行事，而是要擁有一個新心啊。

有人活在不快樂中，說是快得憂鬱症了，

你心中若還有不能饒恕得罪你的人，讓

你恨之入骨，勸你快快釋放出來這心魔

吧，免得你作牠的奴隸，不彷大聲說出來

「xxx,我是不能饒恕你，但靠著上帝的大

愛我祝福你、饒恕你。」相信你會有新

心，不再一樣。

一‧新心是上帝所賜的

許多人知道自己舊心敗壞，舊性不

行，想要除掉改變，卻是任改不變，原因

就是人不能創造新心，新心是上帝創造暨

賜給你我的。有了新心，就有新性情，心

性更新，生活也就更新了，人格道德也都

更新了。

以西結書36章26節『我也要賜給你們

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

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二‧新心不是石心

石頭是硬的東西，肉是軟的東西，新

心不是剛硬的，乃是柔軟的。不是驕傲

的，乃是謙卑的。一個有新心的人，是個

柔和謙卑的人。

三‧新心是剛強勇敢的心

保羅對提摩太說「上帝賜給我們不

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

心。」處此罪惡貫滿，肉慾橫流的末世，

基督徒需要剛強勇敢的心，才能戰勝惡

魔，與撒旦對抗。伊斯蘭國恐怖組織(ISIS)
的暴力殘忍行為，在 youtube網上可看見他

們砍殺許多人質的頭，或在世界各處用自

殺炸彈釀成數百上千無孤者死傷，基督徒

你、我如何面對死亡？筆者想起聖經上記

載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你們不要

怕牠」需知在那一霎那間接(被殺或死亡)
主耶穌派天使來迎接你靈魂回天家。

四‧新心是仁愛的心

上帝是愛，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

愛是從上帝來的，愛上帝的也當愛弟兄、

姊妹、更進一步學習有愛眾人的心。關愛

他們的靈魂，盡力把福音普傳，救他們的

靈魂出死入生，因為上帝的旨意是願意人

人都悔改得救，不願意有一人沉淪。

五‧新心是謹守的心

謹是謹慎，守是自守，謹慎是為別人

緣故，是指在言語、行為、做事、為人、

思想、態度方面都當謹慎，詩云「戰戰競

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守是為自

己，保守自己，第一件要保守自己不犯

罪，一個有新心新靈的人就是從上帝生

的，有一個特別記號就是「必保守自己，

必不犯罪。」第二件要自守的是要遠離偶

像。第三件要自守的是不沾染世俗。第四

件要自守的就是保守自己清潔，不要在別

人罪上有份。如果我們能保守自己心清意

潔，就可以證明我們有一個新心了。

新心既然是上帝所賜給的，我們想要

擁有這個新心，當然要向上帝求討，祂是

慈悲的天父，祂看你有誠懇，必能賜給

你，只有聖靈能給我們一個新心，讓我們

迫切祈求吧！

胡桃仁
我真給弄糊塗了，本來我也喜歡信基

督教，覺得基督徒為人好。聽你們常說「為
上帝作工，做上帝喜悅的事」，就覺得基
督徒特別神聖，叫我這凡俗人自愧不如。
你們又說，信上帝的人要向上帝負責，所
以不敢任意妄為，不像無神主義者，因為不
信上帝報應，不信頭上有更高的權柄，很可
能因此就胡作非為，無所約制，無法無天。
我以前也服膺這種說法，但最近讀到九一一
劫機者的備忘錄，說他們也是為神做事，也
是聽神的話去殺死美國人，而且殺得越多越
好，越能榮耀阿拉，真令我毛骨悚然，不寒
而慄，感覺宗教狂太可怕了。這樣子信教，
不如不信。我又想到，宗教狂熱分子要幹
起壞事來，名堂更多，甚至可能比無神主
義者更甚。我心裡有個疑問，你們說信神，
恐怖分子也說信神；你們說要聽神的話，
恐怖分子也說他們是聽他們神的話去殺人，
究竟你們信教的人是怎麼搞的？會不會有
一天基督徒瘋狂起來，也像恐怖分子一般
做出不可思議的瘋狂行為來？宗教狂實在
太可怕了！

張宇理
真假難辨
謝謝你這麼率直。其實不只是你，我

還沒讀完恐怖分子的備忘錄便已心裡發毛，
覺得這些話好熟悉。不但他們說阿拉（他們
的神）是慈悲的，有同情心，他們又求阿拉
赦罪，潔淨他們的內心，引領他們，為他們
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榮耀阿拉等等，最叫
我怵然心悸的，還是他們的信心好像很真
誠，和我們沒有兩樣。我當時的感覺是像忽
然迎面看到一個人人喊誅的冷血殺人魔王，
卻發現這人長相和我一模一樣！那種震憾
感非同小可，幾乎須定過神來，片刻才敢百
分之百肯定眼前這個殺人魔王並不是我（我
不是站在鏡子前）。所以，要是別人誤會，
以為我們是同一個人，我可以理解的。因
為實在太相像了－－那些話好熟悉。更可怕
的是那份敬虔，那份願意遵行上帝的話的
心，和對將來樂園的憧憬，好像都沒分別。
不獨足以把旁人弄糊塗，連基督徒自己，
也幾乎心意搖動。

不過，你知道我們為什麼會被搞糊塗
嗎？因為我們平日看人看事都看得太過膚
淺了。我們不論看人看事，都只看外表。
舉例說，有人介紹我們說：「這是某某。」
我們就留意他的長相、身形、舉止，記住某

某是這個模樣，後來，我們在街上遇見一個
長相和某某一模一樣的人，不是他是誰呢？
只有在神怪和科幻小說中，才出現孫悟空搖
身變作唐僧的模樣，及壞人整形變成好人模
樣出外行兇，陷害忠良的情節。

不過，以假亂真，魚目混珠，贗品充斥
的事，在世間多的是。

聖經告訴我們，「連撒但（魔鬼）也裝
作光明的天使」。以假冒真的情況，不但常
見於物質界，在靈界之普遍，也超過我們的
想像。耶穌基督早就提醒我們「要防備假先
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疬羊皮，裏
面卻是殘暴的狼」。第二，將來還「有好些
人」冒耶穌基督的名，自稱基督，迷惑眾生。
（哥林多後書十一 14；馬太福音七 15，廿
四 5）

也許你覺得，這樣混淆視聽的事，令人
撲朔迷離，怎能分辨真偽呢？耶穌說不難，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
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
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
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
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
火裏。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
們來。」因此聽人說「某某某是基督徒，卻
行為不檢，若基督徒是這個模樣，我才不要
信耶穌。」說的人不知道，世界上原來有假
基督徒，甚至假傳道者這一回事。關於這點，
耶穌早就說過：「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纔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
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
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
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
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馬太福音七
15 至 23）當然，我們應當心理平衡，心胸
寬廣，不要因自己心胸陝隘，容不得人，便
動輒把不合己意的人通通扣上「假基督徒」
的帽子。

聖經還說，即令是信心和虔誠，也有真
有偽。一個人是否真虔誠，不是看他嘴巴說
得多漂亮，而是「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那
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
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
各說：「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
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
救他麼？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
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
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

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
各書一 27，二 14 至 17）果子說明樹的品
種，行為說明人的生命。恐怖分子的話和
他們虔信阿拉的心跟基督徒很相像嗎？不
要給迷惑了。如果你看深一點 ── 看他
們的行為，你就會發覺只有形似而已，實
際上卻完全是兩回事，區別極大。這是第
一點。

認識真神
第二點，有好多人不認識上帝，見恐

怖分子開口閉口「神」，又說「神」叫他
們殺人自殺，便覺得神怎麼這麼恐怖，叫
人做壞事？

這道理其實極簡單，就是被稱作「神」
的，不一定是神。倘若某某人說他的神
教他作恐怖分子殺人自殺，那肯定他的
「神」不是耶穌所說的慈愛天父。名稱是
人自己定的，何況同名同姓者比比皆是。
以孝順馳名的曾參可不是殺人的曾參。說
令你「發財」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叫你傾家
蕩產的地方。不要這麼頭腦簡單，以為掛
羊頭的必賣羊肉。擺在眼前的事實是，有
人的神是錢，有人的神是人手造的偶像，
有人的神是自己的心魔，有人看什麼都是
神，連自己也是神。

基督徒信的，是創造宇宙萬物和人類
的獨一神。祂是全人類的天父，祂愛好人
也愛壞人，賜陽光雨露給好人也給壞人。
祂是聖潔、公義，恨惡罪惡的，但祂是愛，
在我們還是罪人、還拒絕祂時，耶穌基督
降世尋找我們，就為我們代死贖罪，叫一
切信祂的人都得永生。宇宙劃一的規律和
井然的秩序見證上帝是獨一的 ── 不是
滿天漠不相干的神。地球上豐富的資源見
證天父的愛護及供應。宇宙之偉大與生
命之奧妙，見證上帝莫測的智慧和能力。
壞人的存在見證上帝的容忍。耶穌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禱告教我們知道什麼是饒恕。
上帝的誡命教我們怎麼做人，怎樣與人相
處，以及上帝對我們最低限度有什麼期
望。耶穌把上帝的誡命總括為兩大條，一
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上帝。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馬
太福音五 45 至 46；羅馬書五 8；馬可福
音十二 30 至 31）

一個教唆人傷害自己，又傷害他人的
「神」，聖經說，他的真實名字是魔鬼。
在聖經馬可福音第五章裡記載，有一個被
污鬼附的人晝夜用石頭砍自己。後來鬼入
豬群，二千頭豬便發狂闖下山崖，投在海
裡淹死了。馬可福音第九章 18 至 22 節
又記載一個孩子，被鬼附著，鬼常把他摔
倒，把他扔在火裡、水裡。耶穌說：「……
魔鬼……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
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
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約翰福音八 44）

我們常聽說「有鬼」，聖經也說有鬼。
不同的是鬼不是人死後的陰魂，而是魔
鬼、邪靈、污鬼、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天
空中屬靈氣的惡魔。聖經提醒我們：「親
愛的弟兄阿，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
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上帝的不是。因為
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
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上帝
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帝的靈來。凡靈
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上帝。這是那敵基
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
經在世上了。」（約翰一書四 1 至 3）

很可惜，世上雖然大部分人知道自己
需要神，甚至有人肯為他們的神死，卻從
不花時間費心思考察誰是真神。結果有人

以自己的心魔為神，有人以傳統為神，有
人以人為神，有人以魔鬼為神，形形色色，
被騙財騙色還是其次，更可怕的被騙進地獄
（馬太福音廿三 15），真如你所說的，不
如不信。

所以，讓我們不要作糊塗人，「我們務
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祂出現確
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
的春雨。」（何西阿書六 3）

不要偏邪
第三，當我讀到恐怖分子的信（備忘

錄），最令我心裡發毛的是他們真好像很虔
誠，不但百分之百相信阿拉叫他們用自殺的
方式去殺死越多美國人越討阿拉歡心，而且
他們還為了聽阿拉的話而極力克服自己怕
死的心理。到底這樣虔誠的人，怎麼會走到
這樣邪惡的地步呢？答案當然是他們錯信
了「神」。但問題是怎麼這樣虔誠的人也會
信錯「神」呢？難道真神上帝不幫助他們，
不糾正他們嗎？

上帝當然幫助，但問題是人肯不肯虛心
聽從。耶穌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
國是他們的。」許多人之所以不得進天國，
是因為不虛心。他們心裡有很多執著，有許
多結，有許多先入為主的觀念，於是一聽人
提起耶穌，便反感，便拒絕，便緊閉心門。
每個人都只接受自己願意接受的。希勒拉
因為仇恨猶太人，就相信優生學，把猶太
人看作必須殺盡滅絕的劣等民族。有些人
想放縱性慾，卻不願受社會的譴責，於是極
力推動提倡性解放的自由思想。心理扭曲、
老是覺得自己受迫害的回教徒（不是所有回
教徒），最容易相信阿拉叫他們以自殺的方
式殺死非回教徒，說這是殉道，死後會得大
賞。人的心如何，他走的路就如何。一個人
的心若偏向邪惡，他便容易做壞事。所以上
帝向人類的呼籲是：「悔改。」「惡人當離
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
念，歸向耶和華。」從心中除掉邪惡，並
「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出。」（馬太福音五 5；詩篇
一四一 4；以賽亞書五十五 7；箴言四 23）

如果我們的心真喜歡善，真喜歡真理，
耶穌說，我們是會曉得真理的，我們也會因
此獲得釋放，不會被仇恨和迷思綑綁（約翰
福音八 31 至 32）。

最後，說到宗教狂熱可怕嗎？那得看你
對「宗教狂熱」怎麼定義。我們必須謹記，
名稱一樣，含義和內容可能截然相反，得看
當事人怎樣用字遣詞。假如「宗教狂熱」是
指殺人、自殺、逼害他人，那當然可怕。不
過，也有人用詞寬鬆，把「宗教狂熱」的帽
子扣在自己無法理解或持不同意見者身上。
例如美國擁護墮胎和同性戀者，就常稱持反
對意見者是宗教狂熱分子。一般人不能理解
宣教士怎麼放著清福不享，跑到落後兇殘的
民族當中服務濟世，行醫辦學，收容孤兒，
以至被殺殉道等等，便也稱他們是宗教狂熱
分子。所以，「宗教狂熱」可怕嗎？得看你
所指的是什麼內容。信神可怕嗎？得看你信
的是什麼神。本文摘自《中信》月刊第 477
期（中國信徒佈道會）」。

宗教狂太可怕了 ( 觀點與角度 )
     胡桃仁、張宇理

有神嗎？有。見過嗎？沒有。信嗎？我
真信。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我告別了家人，
從北京來到舊金山讀書。很偶然，兩個月
後，就參加了「愛加倍」團契，開始接觸基
督教。從那時起，直到接受浸禮，我從未見
過甚麼神蹟，倒是聽說過一些，例如：翻車
墜崖沒受傷，溺水失蹤人返回，赤貧之時有
神幫 ……；然而一件看似尋常，又不尋常
的事，讓我在百思不解之後，認識了真神。

我參加的團契是在一位舊金山大學教授
的家裡，教授夫婦每週五晚開放自己的家，
三、四十位慕道友每次準時六點半聚在一
起，先享用美味的晚餐，彼此很親切的交談
（使這些孤單人有回家的感覺），之後唱
詩。我本不喜歡聚眾合唱，但這一次竟大聲
學唱，因為那些充滿愛的旋律一下子流入我
心，讓我不再愁煩，感到平靜。我想：這真
是神了，沒啥說教和規勸，只這麼聊一聊，
唱一唱，心情就變得這麼舒服。看過錄相
「福音寫真」之後分組討論，再吃吃茶點，
一個晚上過得愉快又充實。在談笑間我忽
然感到人間的真愛在陌生的海外中國人中
流動。這是我第一次親身經歷這種單純、真
心、平靜的愛，像細絲，像毛毛雨，充足地、
緩緩地落入我心田。這哪裡是普通聚會？簡
直是世外桃源。此後，無論考試多忙，風雨
多大，每週五我必參加團契。

我們中國的祖先們尋找「世外桃源」已
有數千年，終無結果之後卻留下絕唱般的詩
文，描寫想像中的夢，字裡行間充滿無奈，
以致現在的中國人早已接受教訓，不再尋
找。幸運的我，就在這一位教授家中的團契
裡不找而得。就在這裡，我初嚐到「在世難
求，死後才得進的天堂」的滋味。

在中國生活的三十二年間，我個人奮鬥
很久，換來苦與甜，我常羨慕人也被人羨
慕，心境總是處於躁動、渴求的狀態，少有
知足與平安。於是我真的同意佛家講的「人
生無常」，人到世上來就是受苦的；這種不
安的心境雖然苦，也自然是正常的。可是，
當我在團契中忽然體會到那一種純潔、平靜
的愛時，令我茅塞頓開，原來人間還有這般

愛！誰能開放自己的家，不是為籌集競選基
金，不是為擴大商機，而是為一位根本看不
見的神？開始時我也曾懷疑教授夫婦不是
中毒太深、走火入魔，就是背後一定有政治
目的。現在我確信，是自己中毒太深，才這
樣胡猜。我曾徹夜苦想：為甚麼那些基督徒
信上帝如此深，竟做出種種常人不可想像的
奉獻，同時他們個人在其中也獲得與眾不同
的喜樂。我多想成為那樣的人啊！就在這種
尋求、好奇之下，我答應他們去教會看看，
去上主日學。不學不知道，一學才知道，我
在團契中的種種經歷與感動恰恰是神的揀
選，是真的「神跡」── 大能之行所留下
的痕跡。在上帝話語的引導下，我有了新的
價值觀：我不再崇尚個人奮鬥，我要全然依
靠上帝，在祂的帶領下而奮鬥。現時流行的
自我包裝是不對的，謙卑順服才能蒙福；服
侍人才是真的服侍了神，才討上帝喜悅。

我現在受洗成為基督的門徒，才真正理
解為甚麼教授夫婦和其他基督徒那麼誠心
誠意地歡迎我來團契，為甚麼在他們中間我
能找到真平安、真愛。

上帝的道，基督的大愛太深刻，以致不
可能完全學盡，只能窮盡在世的一生去活出
其中盡可能多的一部分。無論如何，愛是核
心，我想成為愛的管道，盡可能多把神的愛
通過我流向別人。

我沒有見過上帝，但我經歷了神的愛，
就好像我沒有見過風，卻看見過風過葉動；
我沒見過非常的神蹟，但我知道上帝通過團
契給我啟示，在我心中留下祂的印跡。我永
遠信靠祂！

本文摘自《中信》月刊第 477 期（中國
信徒佈道會）」。

風過葉動 張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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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二鬼各捉死人的一隻手來

爭奪。先鬼突然發現這個活人，於是

說：「在這裡有活人，可以問問他。

」後鬼即問：「這個死人誰擔來的？

」

這個人自忖「這兩鬼力大無窮，

倘若說實語必死，但說妄語也是死，

既然都不免死，那為何說妄語？」因

此即說：「是先鬼擔來的。」後鬼聽

到非常氣憤，抓住那人的手拔出扔到

地上，先鬼見此，於是取死人的一隻

胳膊附上，立即就長好了。像這樣兩

臂、兩腳、頭、脅，全身都換了一

遍。於是二鬼一起搶吃了所換下的

人身，擦嘴而去。

換了身軀的這個人思惟：「我父

母生的身體，眼見被二鬼盡吃了，現

在我這副身體全是他人的骨肉，那我

現在是有身呢？抑或是無身呢？如果

認為有，全是他人的身體；如果認為

我去了哪裡？

小川

沒有，現前卻有這副身軀。」這樣思

惟，內心越見迷惘，譬如狂人。第二

天早晨尋路而來到前面的市集，見有

佛塔眾僧，於是上前，不問餘事，但

問自己身體是有是無？ 

眾比丘問道：「你是什麼人？」

回答：「我自己也不知是人不是

人？」即給眾僧詳細說上面講的事

情。

眾比丘互相議說：「此人自知無

我，容易得度。」因而對他說：「

你的身體本來就沒有『我』，不是現

在才沒有啊。只因四大和合，妄計為

我身，如你本來的身體，與現在的身

體，根本沒有差別。」眾比丘於是度

他出家修道，斷眾煩惱，即得成就阿

羅漢，徹底解脫。

中國典籍的故事

在中國禪宗典籍裡，也記載著一

個故事：在古時候，有一位公差奉命

押解犯人到京城投案，犯人是一個破

戒僧人。不甘被囚的這個惡僧人，一

直在尋找逃跑機會。一路上他盡力與

公差拉關係，百般討好，作出一副恭

順合作的樣子。漸漸地，公差的戒備

心鬆懈下來，甚至晚上住宿時還與僧

人同桌吃飯。

一天晚上，兩人投宿一家客棧，

因押解目的地馬上就到了，公差心裡

非常高興，就與僧人開懷暢飲起來。

僧人見有機可乘，便不動聲色與公差

划拳勸酒。酒過數十巡，不勝酒力的

公差終於喝得酩酊大醉，癱在床上，

沉沉地睡了過去。

僧人趁機從公差身上摸出鑰匙，

打開了自己身上的枷鎖，再把它銬

在公差的身上，繼而將公差的衣服扒

下來，自己換上，然後把自己的僧袍

穿在公差身上，又找來一把鋒利的剃

刀，將公差的頭髮剃光，趁著夜色，

揚長而去。

第二天早上，公差一覺醒來，收

拾東西準備出發，檢查了隨身的包

袱、公文、盤纏，一切都原封不動在

身旁。但找和尚，竟然不見了，慌忙

起來，不自覺地用手抓撓著頭皮想：

「和尚哪兒去了呢？」突然他發現摸

著的是一個光頭，再低頭一看，自身

卻穿著僧服，心裡頓時鬆了口氣：「

原來和尚在這裡！」接著他又愣了半

晌，自言自語道：「和尚還在，可

是，我到哪兒去了？」

結語

這兩個中印故事不約而同的，都

是主人翁先預設有我的存在，然後在

經歷中被攪得糊裡糊塗，不知道誰是

我？我去了哪裡？因而迷惘起來。現

代論者對這兩個故事各有不同的解讀

方式，有說如何可以找回自我，有說

要認清楚什麼是真我等，不一而足。

我是從來不存在的，這個「我存在」

只是我們的錯覺而已。但如何能夠生

起這無我的體悟呢？如何能夠具備這

自覺、自省、自悟，了解到我們生命

背後真的沒有這個「我」呢？這相信

有待大家努力，透過建立如實正見，

然後經過戒定慧的修行來證悟了。

原始佛教的教法中，其中一個最

重要的概念，要算是「無我」了。在

《雜阿含經》內，佛陀開宗明義地教

示弟子說，要觀察色身變化無常，變

化無常即是苦，苦之故無有我，無我

亦無我所擁有的東西。因此「無我」

可算是佛教中最重要的一個教法。佛

陀要求弟子從體悟到這個「我」是從

來沒有的，由此悟解而消除身心煩惱

障礙，達致徹底解脫。

「我」是甚麼？在古印度傳統哲

學中，認為在人身中有一個亙古不

變、永恆實在的固定實體，稱之為

「神我」，或簡稱為「我」，這個「

我」是在千變萬化的生命現象背後的

實質，貫串著我們不斷流轉的生命歷

程，或稱為「靈魂」。他們認為這個

生命背後的我，是所有善惡行為的領

納者，上升或下墮的承受者。它可以

透過惡行，墮落往地獄受苦；亦可以

透過修行，不斷淨化而最後與梵天融

合，得到永恆自在。

佛陀是在古印度唯一不承認有「

我」的宗教家，佛陀認為正是有「

我」這個執見，令致人們產生了我

癡、我見、我慢、我愛等問題，形成

了貪、瞋、癡、慢、疑、惡見等種種

惱亂，成為個人、社會以致世間上紛

擾禍亂的根源。

佛陀說無我，並非是指本來有我

而強指之為無我，如果是這樣則成

為戲論了。佛陀在菩提樹下，就是覺

悟到根本沒有這個我的。眾生之生命

只是由五堆聚合的東西組合而流轉，

這稱之為「五蘊」。其中包括物質性

的肉身組合，以及精神性的領納、取

像、意志及知覺等心理組合而成。這

五蘊組合是不斷遷流變化著，背後並

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永恆實體存在。

由於無我的義理太深邃難明，故

此在經典中，亦有不少故事，環繞著

迷惘於自我的說法。現在從印度及中

國古代典籍中找到兩個有關找尋自我

的輕鬆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印度佛典的故事

在印度佛教論典《大智度論》卷

十二內記載著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受差事遠行，一晚獨

宿空舍，夜中見有大力鬼擔一死人

來，放在他的面前，跟著有另一大

力鬼追來，瞋罵先來的鬼：「這個

死人是屬於我的，你為什麼擔來？」

先鬼便說：「這本是我的，當然由我

自持來。」後鬼說：「此死人實際上

我們這一代

凱欣

摘自佛光法苑第222期

我們這一代出生於1986年前後。

我認為這一代最好，比70年代先進方

便了許多，卻又保持了前代人的單純

與真實。我出生於馬來西亞的一個小

鎮上。鎮上的華裔並不多，大家彼此

認識，彼此關心，在我的印象裡從來

沒有看到過有誰對誰有齟齬的。人們

的思想還很單純，鮮少算計他人，小

孩子自己走在路上也不會太擔心會被

誘拐。在這樣的一個年代下成長，我

的童年是無憂無慮與快樂自在的。

那時候的科技，沒有如今的這麼

發達，可我卻覺得剛剛好。大家可

以享受到科技所帶來的方便，又不會

太依賴於科技產品。還記得我八歲那

年，我爸特意的去城裡買了我們家的

第一台電腦，當時的我們還很無知，

一點也不知道就這樣一台機器，對以

後的生活有多大的影響。還記得當時

的電腦從啟動到運作需等五分鐘，還

得接上電話線等上十分鐘才有網絡。

雖然已經有了電腦，可是戶外的活動

卻是無法被取代的。每天一到傍晚，

家家戶戶開始準備晚飯的時候，就是

我們小孩最快樂的時光。大家都會聚

在附近的空地上一同遊戲，小小的橡

皮筋、拖鞋、沙子，甚至是家裡用完

的鐵罐子都是我們的玩具。那時候，

手機與平板電腦都還沒發展到家家都

有，我們也還沒學會把臉貼在屏幕

上，小孩們都能自娛自樂。在成長的

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與大自然

的接觸，都還沒有流失。

那時候的家庭，只要家裡多過一

個小孩，衣裳都是輪著穿的。家家

戶戶都一樣，只要是整潔乾淨，沒

人會在意你身上穿的是否是舊衣裳還

是名牌服飾。記得小時候，我穿的衣

服，大部分都是我姐姐的衣服，我妹

妹穿的，也是我穿過的。在這樣的環

境下成長，至今對於穿著上的要求，

在意的也只是以舒適廉價為主。2008

年剛來美國時，才知道有個節日叫感

恩節，而感恩節後就是黑色星期五，

在這一天很多人都會大購物，因為商

家們會進行大促銷，很多東西都有優

惠。那是我第一次整夜沒睡，只為了

和朋友一起去購物，也是我第一次體

會到人們對名牌產品的瘋狂熱忱。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一位朋友，

為了一個名牌包，在冰天雪地裡排了

一個小時的隊。至今，我都沒辦法理

解名牌產品究竟有多好，尤其是在學

佛之後，知道了這些名牌包包對生活

沒什麼意義，所以對它們敬而遠之。

我第一次接觸佛教是在幼兒園之

前，由於家裡父母常常忙著工作，表

哥的奶奶就把我們帶到城裡的佛寺。

當時的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佛陀是誰？

為何會有一個長相如此莊嚴慈祥的

人，受到怎麼多人景仰和敬重？佛寺

裡的師父，經常給我們播放有關於佛

陀的影片。當時的我，只把這些影片

當做一般電影看待，這是佛法所說的

「因緣不俱足」。那時我們還嘗試過

靜坐，可常常都是變成坐著睡覺了。

那間佛寺，每年都會舉辦晚會，讓大

眾有機會接觸佛法，佛寺還讓小孩參

與服裝秀。儘管小時候與佛教有所接

觸，可是卻在開始上學後，就失去了

和佛教的聯繫。

來了美國的第八年，我與先生搬

到了休士頓。機緣巧合下，先生與

他的小學同學又聯繫上了。這位同

學的父母，邀請了先生參與妙雲法

雨讀書會。起初我對此一點都不感興

趣，無論先生怎麼說我都覺得讀書很

悶，而且我又沒讀過需要討論的書，

一點也不想參與。直到有一次，先生

邀請我到一位師兄家，對我說只是去

吃吃東西，聊聊天，認識新朋友，我

才應邀出席了讀書會。也許是因緣俱

足了，在這次的聚會上我又開始接觸

了佛法，而且還重新的認識了佛教，

從而一心學佛。對我們身邊的朋友而

言，其實相對其他的宗教，佛教是枯

燥的，還須自己努力付出，不像其他

的宗教只要相信就好。所以我們這一

代能理解及靜下心好好學佛，對於活

在這麼一個顛倒世界，這麼多誘惑的

年代，一點也不容易。

無論是科技的發展，到生活的要

求，乃至心靈的培育，我們這一代

都沒有錯過，也享盡了這個時代所帶

來的快樂自在。想起這一切，我非常

懷念，因為很多我們這一代的價值觀

念和生活方式已漸漸的被取代，而且

還越離越遠。對於學佛更是這樣，人

們常常都被身邊的俗務蒙蔽了雙眼，

沒法看清「苦」的原由，從而沒法解

脫。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手機，用

五官好好的感受大自然與周遭的事

物，不要忘了內心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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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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