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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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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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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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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
國慶當天冒雨在文化中心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2018 愛心組織國
慶園遊會於七月四日美國國慶當天上午十一
時起在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行。當天天公不作
美，一早上的大暴雨，造成休士頓多處淹水
，多條主要交通幹道如 59 高速公路，10 號
公路都因淹水而關閉，市中心的音樂會被迫
取消。在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行的愛心組織國
慶園遊會，雖然照常舉行，但比起往年的人
潮滾滾的盛況，今年顯得冷清多了，因為
59 公路等主要幹線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及 「台北經文處」的官員都無法趕到
現場。今年的 「愛心組織」 會長馬健在北
一女儀隊進場開場及全體唱美國國歌後致詞
，介紹愛心自 1993 年至今的歷史背景，及
華人如何透過每年的募款，購買書包和學雜
圖為 「 愛心組織 」 的義工們合影於今年國慶園遊會舞台
用品給低收入區的貧窮學生。使華人在主流
。（ 後排中 ） 為今年 「愛心組織 」 會長馬健
會長馬健。
。
社會，展現他們的愛心和關懷。今年將透過

文化中心等三十二個社團在現場義賣所得用
來 購 買 全 年 學 用 品 贈 送 給 Shadydale and
Fonwood Elementary 全校所有學生。
當天的活動內容包括： 多樣特色小吃
，精彩藝文表演及抽電視機等千元以上大獎
，鼓勵現場觀眾多多購買抽獎彩券。
當天在現場設攤的協辦單位包括： 中
華文化服務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中
華保健中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台禪寺
普德精舍、佛光山中美寺、福遍中國教會、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80/20 促進會、休
斯敦華裔聯盟、曉士頓中國教會、美南華裔
青少年夏令營、林西河堂、休士頓西北中華
學院、休台姊妹會、中華文化學院、大專院
校聯合校友會 JCCAA 、Kollaboration、 光
鹽社、東北同鄉會、台大校友會、美華協會
、梨城華人協會、美南山東同鄉會、太空城

專業協會、北一女校友、台灣同鄉聯誼會、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美南國建、美國文體藝
術聯盟、廣西同鄉會等社團。
「愛心組織 」 也感謝各界捐款，包捐
： 「鑽石贊助」 胡小蓮， 「黃金贊助」
包括：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台北經文處
/ 僑委會、黃龍雄、台塑、李正揚、李純如
、張南庭， 「銀質贊助 」： 百佳超市、美
南銀行、恆豐銀行、金城銀行等。
據 「愛心組織 」 成員表示： 今年因
天候不佳，國慶園遊會僅募到$6700 元，而
他 們 今 年 要 捐 贈 1500 個 貧 窮 學 生 需 要
$45000 元，離目標還遠，盼望僑社善心人
士能鼎力相助，讓 「愛心組織 」 能在今年
開學前能儘速達成目標。

＜ 青春放歌 ＞ 上海中職文化志願者交流團華夏暑期班展演
中國海派工匠精神瘋靡休士頓，予海外年輕學子印象深刻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本周一（ 7
月 2 日 ）的上午，位於中國城的華夏中文
學校暑期班熱閙滾滾，一百多位暑期班學員
及他們的老師、家長擠爆大禮堂現場，大家
摩肩接踵，爭睹 「上海中職文化志願者交流
團」 帶來的精彩節目。 這也是上海市教育
委員會職業教育精品展首次在美國休士頓展
演。他們以京昆戲曲、民族民樂、瓷雕、布
藝、盤扣、篆刻、傳拓、剪紙等上海巿職業
教育成果，與華夏中文學校數百師生進行了
熱烈的交流、互動。其中陶瓷雕刻更是首次
在休士頓出現的傳統工藝美術展示，師生們
更一睹獨領中國工藝精神風騷的海派技藝，
這在缺乏技能教育的美國，觀眾更自這些前
來展演的中國中學生身上，看到中國對工匠
精神的重視與培育。
交流團團長，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職業教
育處趙寧處長表示：上海市的職業教育追求
文化品質，努力把傳統的優秀民族文化代代

相傳，各學校借助強力的專業支撐，在中等
職業教育中創建了 10 所民族文化傳承教育
基地，上海的中職生不僅在學習過程中理解
了傳統文化、愛上傳統文化，更多同學和老
師還成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創新者和傳播
者，從中發現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心靈之
美，推動了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繁榮發展。此
次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組織上海中職師生代表
團出訪美國和秘魯，旨在通過中職學校師生
在中國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創意設
計展示與互動，向海外師生展現上海職教的
特色與師生風采，讓美國和世界各國人民更
好地感知和了解中國文化。
部分組成。互動部分有作為工藝美術傳
承教育基地的上海市工藝美術學校的瓷刻，
傳拓。瓷刻是在上釉燒成的素色瓷器上，用
鎢鋼刀或金鋼石刀摟刻書、畫的一種傳統工
藝。傳拓是將紙覆蓋在金石器物的文字、圖
畫上面，再用墨拍打，把文、圖拓印出來的

一種技藝。上海市商貿旅遊學校和上海市工
程技術管理學校呈現的互動節目是教授中國
書法，書畫裝裱，瓷刻，篆刻，中國結，崇
明土布的編制和工藝造型剪裁。上海市群益
職業技術學校（民族服飾文化傳承教育基地
）展示了盤扣的製作。盤扣也稱為盤紐，是
旗裝中使用的一種鈕扣，用來固定衣襟或裝
飾。盤花扣是古老中國結的一種。表演部分
有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等音樂專科學校（民
族音樂傳承教育基地）的二胡、琵琶二重奏
《繡荷包》和《查爾達什舞曲》，二胡獨奏
《獨弦操》。琵琶獨奏《山之舞》。上海戲
劇學院附屬戲曲學校（戲曲表演藝術傳承教
育基地）的京劇《賣水》，水袖功, 京劇
《三岔口》。華夏中文學校黃校長表示，海
外出生的華人子弟非常欣喜有機會看到和動
手參與這些傳統中國文化藝術和工藝技巧，
希望將來有更多的交流機會。

圖為華夏中文學校暑期班的小朋友在正式揮毫表演中
體驗中國書法之美。（
體驗中國書法之美
。（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城社區

星期六

2018 年 7 月 07 日

Saturday, July 07, 2018

B4

光鹽社健康日活動嘉惠社區人士
（本報記者黃麗珊） 光鹽社
於 6 月 30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 在 9800 Town Park,Suite 122,
Houston,TX.77036 的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 122 室舉行 「健康日活動」，
由心臟科豐建偉醫師、唐衍賢醫
師，中醫師王榕、簡黛莉等多人
在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一般醫療
健康諮詢。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
率 領 李 鳴 、 Sally Zhao,Altson Lue,
Sandra 董，陳苡倫、Ellen Chan、

Steven Yeh、費芳、李金霖、饒美
婷、敖天羽、郭非等 20 多位義工
在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服務。多
個攤位提供社區各界人士免費 C 型
肝炎快速篩檢、發放糞便潛血篩
檢包，同時提供乳房攝影及子宮
頸抹片檢查登記（攜帶健康保險
卡）。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
查非當日，報名後會再另行通知
檢查日期。哈里斯郡健康局 Yesenia Garcia 提供 「健康教育」，如

哮喘、災期慢性疾病、心血管、
老年人病應注意事項。光鹽社孫
紅濱執行長表示，這項健康日活
動免費參加，藉此宣導社區注意
自我健康維護及早期篩檢的重要
性。大多數服務項目皆採用現場
掛號登記方式，掛滿為止。其他
相 關 詢 問 請 電 光 鹽 社
713-988-4724.

休士頓同源會舉行第48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拔說明會
九位佳麗將於7月21日在 Royal Sonesta Hotel參賽

光鹽社健康日活動，於 6 月 30 日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
光鹽社健康日活動，
日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
。孫紅濱執行長
孫紅濱執行長（
（前左
二）率 20 多位義工們為社區人士提供服務
多位義工們為社區人士提供服務。
。心臟科豐建偉醫師
心臟科豐建偉醫師（
（前右三
前右三）、
）、
唐衍賢醫師，
唐衍賢醫師
，中醫師王榕
中醫師王榕（
（前右二
前右二）、
）、簡黛莉
簡黛莉（
（前左三
前左三）
）等在現場為社區人
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
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8 年 7月份通告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今年休士頓華埠小姐參賽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
九位佳麗許嘉穎、
九位佳麗許嘉穎
、余麗明
余麗明、
、徐美麗
徐美麗、
、謝艾利
謝艾利、
、張馨怡
、嚴歡
嚴歡、
、文芊霽
文芊霽、
、陳美恩
陳美恩、
、益玉格
益玉格。
。華埠小姐選美委
員會主席 Linda Wu、
Wu、 BettyGee,
BettyGee,2017
2017 年休士頓華埠
小姐陳蔚琳及教練 Tammy Su.(記者黃麗珊攝
Su.(記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同源會於 6 月 28 日
下午 6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 30 分，在百利金山餐廳舉行
「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拔說明會」，介紹參選
的九位佳麗。休士頓同源會部分理事會員等人士、
參選佳麗的家長們及 2017 年休士頓華埠小姐/2018 年
全美華埠小姐第二公主陳蔚琳與會同歡，增添餐會
溫馨。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主持 「第 48 屆休士頓
華埠小姐選拔說明會」並致詞，參賽者在過程中的
經歷，將會是佳麗畢生難忘寶貴經驗。休士頓華埠
小姐選美委員會共同主席伍朱月仙（Linda
Wu)、朱李翠萍（Betty Gee)對今年的活動情況做了
介紹並對一直支持這項活動的贊助者表達感謝之意
。 2017 年休士頓華埠小姐陳蔚琳（Janet Chen)致詞
，去年競賽過程中，她感受到所有參賽者的成長，
大家變得更有信心，更懂得如何呈現自己最好的一
面，陳蔚琳小姐對大會表示謝意。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於 6 月 28 日晚在百利金
山餐廳主持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拔說明會並
致詞，
致詞
， 參賽者在過程中的經歷
參賽者在過程中的經歷，
， 將會是佳麗畢生
寶貴經驗。（
寶貴經驗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選美委員會 Tammy Su 教練介紹該項活動的組織
準備情況和今後的日程安排並介紹與會的輔導員，
往年休士頓華埠小姐狄子楓、奪冠公主楊以以等，
她們將對今年參賽佳麗提供參選經驗。第 48 屆休士
頓華埠小姐參賽九位佳麗許嘉穎（Jenny Xu),余麗明
（Sara Tin-U)， 徐 美 麗 （EmilyVincent), 謝 艾 利
（Heidi Shay), 張 馨 怡 （Carolyn Zhang), 嚴 歡 （Karen
Yen),文芊霽（Fornia Van),陳美恩（Alexis Chan)和益
玉格（Eleanor Yu McReynolds)分別做了介紹自己學
經歷和興趣後，接受現場記者採訪，並和一起與會
家長們合影。
今年的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
，將於 7 月 21 日在 Royal Sonesta Hotel 舉行，歡迎僑
界人士當晚購票入場觀看，為參賽佳麗加油。當選
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將前往舊金山參加全美華埠
小姐選美大賽。

(本報訊)I. 2018 年新舊會員換証日
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 7 月 14 日、8
月 11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
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
理。
II. iPad 和 iPhone 第 IV 班: 將於 7/11
開班到 8/3。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在僑教中心 104 室上課。讓你進一
步了解 iPad 和 iPhone 不同的應用軟件。
下 載 WeChat。 了 解 如 何 使 用 WeChat
的最新特殊功能。從通話到視頻聊天，
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WeChat 使你
可以隨時保持聯繫。每班人數有限，先
到先得。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繳費報名。
III. 預防長者經濟剝削 第一單元、

國泰銀行的信用專員主講 : 7 月 12 日
星期四 上午 10:30 至 11:30
休士頓僑教中心 102 室。主講題目: 何
為 『長者經濟剝削』及常見類型, 如
何尋求援助的管道, 委託授權書(Power of Attorney)的風險及保護措施, 投
資詐欺類型詐欺及保護措施。請踴躍
參加、機會難得以免向偶。
IV. 預防長者經濟剝削 第二單元、
國泰銀行的信用專員主講: 7 月 19 日
星期四 上午 10:30 至 11:30
休士頓僑教中心 102 室。主講題目: 彩
票、電話、電腦/互聯網詐騙預警信號,
虛構債務詐騙及預防方法 , 防止身份盜
竊, 醫療身份盜竊之預警信號、風險及
保 護 措 施 , 反 向 抵 押 貸 款 (Reversemortgage) 。
V. 本會 2018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二、
一日遊。將於 7 月 5 日星期四開始接受
報名收費。行程:上午 7:00 至下午 6:30
。參觀世界上最大的德州的山核桃博物
館豐田德州製造廠。午餐中式自助餐。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VI. 6/30 一日遊 Clifton 汽船博物館
內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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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用心！大家放心
許氏用心！
大家放心！
！
許氏日本靈の
許氏日本靈
の芝 『買二送一
買二送一』
』

日本長野 1 號靈芝菌種擁有者藤澤女士

［本報訊］許氏【日本靈の芝】在美上市以
來，因其品質卓越，一直受到廣大消費群眾的肯
定與歡迎。適逢暑假返鄉探親旺季，許氏本著回
饋廣大消費者多年的支持，特別推出前所未見的
天大優惠，買兩盒靈の芝禮盒就送一盒靈の芝禮
盒， 『買二送一』，實為返鄉、孝親、送健康的
最佳首選。
許氏【日本靈の芝】原料直接由日本銷售冠
軍的信州長野縣靈芝總合研究所農場直接進口，
長野 1 號 DNA 菌種專業有機栽培，無雜菌、無農

殘、無重金屬，消費者可放心使用。而靈芝最珍
貴的養分來自靈芝孢子體，但孢子體的外殼堅硬
，若沒有經破碎處理，主要成份無法釋放出來，
許氏【日本靈の芝】採用日本的專利高科技破碎
技術，使孢子體經破碎處理，讓靈芝的主成份靈
芝酸得以被釋放吸收，同時原料採用靈芝子實體
低溫冷凍乾燥粉碎，保存 100%整株靈芝精華，同
時添加由日本醫學博士 Dr. Lee 專利提取技術而得
的靈芝萃取粉，富含全靈芝實體及高濃縮純粹提
取精華，其活性成份靈芝酸、多醣體得以完整保

存及發揮作用，是補益五臟之氣、扶正固本、益
壽延年的保健珍品。
市面上充斥著太多良秀不齊的靈芝產品，不
要被一些劣質貨魚目混珠！
許氏參業集團一直傳承 『參參不習，永續追
求自然與科技』的完美經營理念，以嚴謹的態度
力求將最純正的頂級許氏【日本靈の芝】帶給廣
大消費者。每批來自日本的原材料在推出市場前
，均通過多項標準檢驗以確保產品的優質、安全
。同時，每批產品也必須嚴格通過 GMP 規範生產

製造，符合美國 FDA 的健康食品安全測試，讓消
費者可以安心服用。多年以來許氏【日本靈の芝
】廣獲口碑與信心，深受大眾歡迎。
只有最優質的產品，才經得起時間考驗！
許氏【日本靈の芝】與您攜手健康，現正熱
銷 『買二送一』，優惠期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止。
詳情請洽 1-800-826-1577，或上網 www.hsuginseng.com，或至許氏指定各大中醫參茸藥行購買購
買。

為什麽野花牌綠蜂膠被世界公認品質最高
品質鑄造國際名牌，野花成就健康未來。巴
西野花蜂業國際有限公司 Apiario Silvestre 是巴西歷
史上第一家用現代化科技提取優質綠蜂膠的跨國
公司。自 1982 年成立以來，將自然造物與人類科
技結合，不斷超越自我，追求完美，用優異品質
，優秀服務，在國際市場上牢固樹立了蜂膠界領
導地位。野花牌綠蜂膠能生產出任何其它品牌蜂
膠無法比擬的最高品質產品。
其一，原料好。巴西地域遼闊，處熱帶地區
，有著被稱為“地球的肺”的最大的亞馬遜森林
，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片未被人類破壞的大型原
始森林，成為穩定全球氣候和球境變化的中流砥
柱。可供蜜蜂採集蜂膠的花源和膠源非常豐富。
在海撥 500-1500 米海岸山脈的巴西南部五州(米納
斯、聖保羅、巴拉亞、桑達卡達尼那、裏歐·格蘭
地) 擁有近百種連綿的尤加利樹和巴夏利斯樹等，
一年四季繁花似錦、綠樹成蔭。這裏絕沒有任何
空氣、水源、土壤方面的工業和農業、農藥之類
的汙染。多年來，野花公司與蜂業界結成良好的
合作關係，全巴西 95%以上的極品野生綠蜂膠原料
都被野花公司購入，以確保生產出最高品質的野
花牌極品綠蜂膠，保證國際市場的供應。此外，
因為野生極品綠蜂膠產量有限，野花公司自 2001

年起，便決定所有 GC，HPLC 技術所檢驗出的
Class A 等級純野生極品綠蜂膠均只供出口國際市
場。
其二，蜂種好。巴西農業部於 1956 年委託生
物學家 Dr. Kerr 博士改進巴西蜂種。他當年引進了
30 多群非洲種“塞內加爾蜜蜂”。其間因其中 26
群蜂脫離蜂箱，飛進了聖保羅郊區的森林，和當
地蜜蜂雜交，產生了一種非常強悍兇暴的非洲種
殺人蜂。這種殺人蜂能比普通本地蜂更快更有效
地傳授花粉和採集花蜜。例如，一隻殺人蜂一對
後足每次可攜帶 30 毫克的蜂膠飛行 60 公裏，遠非
本地蜂可比的。因此使巴西的蜂蜜產量由原來幾
千噸增加到 1993 年的 4 萬噸。此時的“殺人蜂”儼
然成為了巴西的國寶，國際市場競相出高價收購
這種蜜蜂。一隻普通歐洲蜂的蜂王的價格僅 7-8 美
元，而這種巴西殺人蜂的蜂王價值竟高達 400 美元
一隻。
其三，提取與檢測技術好。巴西 Apiario Silvestre 野花牌綠蜂膠規模龐大，占地超過 4 萬平方
米。選料極其嚴格，所有出口北美、加拿大市場
的產品均採用了國際最先進的無酒精超臨界超高
類黃酮專利技術，全程需要經過 1-2 年無氧狀態下
的優化萃取而成，並對生產過程和成品實行嚴格

把關和品質監控，
通過 GC 氣相色譜
儀，HPLC 液相色
譜儀、質譜儀、電
感藕合等離子體光
譜法(ICP)、X 熒光
分析、中子活化法
進行質檢和有關組
份分析。野花牌綠
蜂膠目前已獲全球
數十個國家的衛生
部認證，十分安全
有效，熱銷各國。
野花為您提供
便利，現可免費代
寄全球，購滿一箱
即可免費郵寄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地區
。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
管局註冊#1032856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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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好獎等你拿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
本周六中午在 「金冠
金冠」
」酒家大門口舉行

圖為百利大道與 Wilcrest 交口上的獅子城廣場內的 「 金冠海鮮酒家
金冠海鮮酒家」」 正門口
正門口。（
。（ 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宣傳
「美南電視」 廣播電視合為一
體，全球直播，或直接掃二維
碼 （QR code ); 上 Google 網 站
「 Southern TV - STV 15.3 Houston 」 搜尋； 或以下載 Apps 方
式，在 Apps 裡收看 STV 15.3 電
視直播，人人都可在手機上每
天觀看美南電視。
為了協助大家立即可觀看
美南電視 STV 15.3 台，美南電視
的舞台直播車，本周六（7 月 7
日 ）中午 12 時，將來到中國城
百利大道與 Wilcrest 交口上的獅
子城廣場的 「 金冠酒家 」 舉行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活
動中除了激動人心的大抽獎活
動外，還有精彩的表演節目，
由原重慶歌舞團獨唱演員，專
業歌手沈珺琳上台表演二首歌

曲 「 歡天喜地」 、 「 龍船調」
，武曉琪獨舞 「 消愁 」 ，以及
「 美南電視藝術團」 表演中華
旗袍真人秀，節目相當精彩。
當天還有現場填寫抽獎券，
現場抽獎。現場抽出六項大獎

，每人可獲 「 金冠海鮮酒家」
招牌菜一道，歡迎闔家光臨，
看演出、品美食。 「 金冠酒家
」 地 址 ： 10796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 at
Wilcrest ) 電話：281-575-1768

美國東海岸搖曳的歷史風情
美 國 的
東海岸是現代
繁華和歷史文
化的一個交融
。這裡有瘋狂
富裕的紐約、
華爾街、時代
廣場，也有安靜的歷史文化城
市費城和世界聞名的常春藤名
校，可以穿梭在繁華的摩登大
樓之間，感受都市的時尚氣，
也可以漫步在充滿歷史氣息的
街道上，感受一段迷人的過往
。更能讓您的兒女去體驗一下
心儀學府的校園生活和氛圍。
暢遊東岸 6 天，遊覽紐約華
爾街，著名地標帝國大廈和自
由女神像，唯妙唯俏的杜莎夫
人蠟像館，《獨立宣言》和
《憲法》的誕生地—費城，康
寧玻璃收藏博物館，氣勢磅礴
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波士頓名
校—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歷

史悠久的三一大教堂，品嘗最
新鮮的龍蝦餐和昆西市場的美
食。
而 7 天的旅行團更是在 6 天
的基礎上增加了遊覽普林斯頓
大學，美東最美的校園之一。
全方面地體驗和了解美國的校
園文化和氛圍。首都華盛頓 D.C.
一日遊，參觀國會大廈，收藏
著重要的歷史瞬間的新聞博物
館，還有史密斯國家博物館群
，一次性了解各方面歷史和自
然資源信息。
王朝旅遊還提供更多美國
東岸的旅遊路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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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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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到期，最後一周
場地到期，
最後一周！
！景德鎮陶瓷紅木家
具九折大甩貨，
具九折大甩貨
，出價就賣
出價就賣，
，快去撿漏
快去撿漏！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
家具在中國城敦煌廣場二樓生活良品隔壁展銷
，因房東要重新裝修，下任房客馬上要進駐，
最後一周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以上
，出價就賣！
此次精品展還剩下幾套氣派恢弘的紅木家
俬，五人組、十人組仿明式、仿清式沙發組，
紅木餐桌、圈椅、書桌、茶臺等。經過長期的
推敲、改進，這些仿古紅木家具按照人體功能
比例尺度，能符合人體使用功能上的要求，具
有很高的科學性。以椅子為例，其中的彎背椅
、圈椅均契合人體需要，坐感舒適。這些造型
優美、 莊重典雅的紅木家具，在變化中求統一
，雕飾精細，線條流暢。既有簡潔大方的仿明
式，又有雕龍畫鳳、精心雕琢的仿清式，適合
不同人的審美需求。紅木家具結構嚴謹，做工
精細，大都采用榫卯結合，做法靈妙巧合，牢
固耐用，從力學角度來看具有很強的科學性。
這些紅木家具，都是由工藝師們一刀一鋸一刨
完成的，每落一刀都花費工藝師的心機，同時
還要講究整體藝術上的和諧統一， 集實用、觀
賞、保值於一體。再加之紅木資源有限，紅木
的生長周期又非常長，有的可達幾百年，因此
，物以稀為貴的紅木家具將越來越具有獨特的
魅力。最後一周展銷，出價就有機會，請大家
抓住機會，把你喜愛的紅木家具搬回家，讓你
的家居從此與眾不同！

此次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展帶來了大量的
陶瓷精品，此次展銷目前還有幾百件景德鎮瓷
器等待有緣人，件件都是精品，其中就有著名
工藝美術大師曹文選的幾件佳作，曹文選是瓷
藝大師王錫良的弟子，王錫良是當代瓷藝名家
，“珠山八友”之一，景德鎮第一位“中國工
藝美術大師”，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能拍出幾
百萬的高價。但王錫良年事已高，沒有新作品
問世，所以他弟子的作品現在在市場上炙手可
熱。此次展銷就有王錫良弟子曹文選的幾件作
品，這幾件作品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
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
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
金開光瓷板畫、景德鎮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
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精品，讓你愛不釋手。因
房東急於重新裝修，場地租約只有最後一周就
到期了，現跳樓大甩貨，每天從早上 9 點到晚
上 9 點，全天營業開門，出價就賣！折扣最高
達 90% off 以上，機會難得，不可錯過這個撿漏
的大好時機。
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居廠家直銷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D261，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敦煌超市生活良品隔壁)
電話：346-310-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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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證件介紹及最新移民消息
夏季是旅行出遊的旺季。作為身在美國的華
裔，在出入美國國境時註意備齊證件非常重要。
美國公民
美國公民出國旅行需要準備有效的美國護照
。美國政府要求所有公民出入境，包括墨西哥,加
拿大，都必須持有美國護照，使得美國護照申請
人數激增。暑假和寒假都是出遊的黃金季節，國
務院估計申請美國護照的人數將有增無減。因此
，我們提醒有出境旅行計劃的讀者盡早申請美國
護照，以免耽誤行程。
美國綠卡持有者
美國綠卡持有者出國旅行需要準備有效護照
和有效綠卡。護照有效期要在六個月以上。美國
綠卡持有者如果打算出境超過六個月以上，或取
得美國綠卡後在美國境外停留時間較長的人士打
算出境超過三個月以上，最好申請白皮書。白皮
書外形很像護照，一般兩年有效。持有白皮書一
般不容易被刁難,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根據美國移民局（USCIS）於 2008 年 3 月 5 日
公 布 的 對 白 皮 書 (Reentry Permit) 和 難 民 旅 行 證
(refugee travel documents)的規定，凡申請以上
旅行證的人士，必須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程序，
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查。根據此規定
，凡是 14 歲以上、79 歲以下的申請人，在申請費
的基礎上，須多繳納$85 元的打指紋費用。有特殊
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證的申請人，需提出充足的
理由，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在遞交
回美證申請後，都必須在移民局指定的處理中心
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信息提取程序。另外移
民法還要求，申請人在遞交旅行證申請時，必須
在美國境內。我們建議申請人至少提前兩到三個
月提出旅行證的申請。
工作簽證持有人請攜帶
1. 拿著 H1B 簽證入境美國時要清楚自己的工
作職位（job position）丶工作職責（job duties）
丶公司的名稱丶地址，網站等，有可以聯系到的
公司的聯系人。 入關時海關官員可能會直接給公
司聯系打電話詢問。
2. 對於在美國已經有 H1B 身份回國後再次入
境美國時要攜帶好上一年的稅表，W2 表格以及最
近 3 個月的工資單。
3.工作簽證的申請表格和勞工認證證書 labor
certification
4 學歷，簡歷和學歷評估報告
短期商務和旅遊簽證需要提供往返機票
申請人必須證明其短期進入美國的目的僅為
旅遊或短期商務活動，有合理的旅遊目的，
有足夠經濟能力支付申請人旅遊和在美國期間所
需費用；
在國外有不可放棄的居住權；
有短期暫停留後必須回國的不可分割的社會
，經濟和其它關系。
學生簽證需攜帶 I-20 表

F，M 和 J 類的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在學校開學
或項目開始前的三十天之內才允許進入美國。 F 和
M 類的開學日期以 I-20 表上的日期為準。J 類以
DS-2019 表上的日期為準。請仔細擬定到訪美國
的日程安排。
SEVIS
所有學生和交換學者簽證的申請人以及他們
的直系親屬都必須在 SEVIS 上登記。SEVIS 指的是
學 生 和 交 換 學 者 信 息 系 統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Information System）。
申請人必須證明：
他們唯一的目的是學習；
他們有能力並計劃在美國做全日制學生；
在不從事未經許可的工作的前提下，他們有足夠
的資金來支付學費、生活費以及應付突發事件的
全部費用；
他們有不可分離的社會、經濟和其它因素使
其在完成計劃的學業後離開美國。
畢業證書、成績單（包括所學的科目及成績
）、 TOEFL 成績單以及學校所要求的其它成績，
如 GRE、GMAT 等。所有 F1、M1 申請人必須出
示其錄取學校所發的有效的 I-20 表。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國務院於 2018 年 3 月 30 號公布新規
定：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社交軟件用戶信
息。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
提交他們在過去五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 。
2017 年 9 月，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簽證
的人將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個計劃影
響的人約為 71 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大這條命令
的覆蓋範圍，把每年約 1400 萬申請非移民簽證的
人包括進來。該提議涉及 20 個的社交媒體平臺大
部分是美國的：Facebook、Flickr、Google+、Instagram、LinkedIn、Myspace、Pinterest、Reddit、Tumblr、Twitter、Vine 以及 YouTube。也有
一些是美國以外的：中國的網站豆瓣、QQ、新浪
微博、騰訊微博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 VK；
創建於比利時的 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
平臺 Ask.fm。
2. 2018 年 6 月份的排期表，親屬移民申請
人 可 以 用 快 表 (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 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 而職業移民
申請人只可以用慢表 (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 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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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越來越多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也面臨著
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據最新統計數據，2017 年
美 國 移 民 局 發 出 了 超 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 （ 補 件 通 知 ， 也 被 簡 稱 為
RFEs） ，較 2016 年同期增長了 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過的新內容。與
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相
呼應，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 H1B 一級
工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鑒於 H-1B 申請中
所描述職責的復雜程度, LCA 中提交的“一級”工
資不符合要求。 “一級” 工資標準適用的情況是
初級工作的內容。而申請的工作復雜程度超過了
勞工部規定的 “一級” 工資標準中提到的 “初級
” 工作內容。而如果工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
以不夠“專業職位”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機
向申請人發出一個明確的訊息，往後的 H-1B 簽證
申請最好還是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請
。
5. 移民局於 10 月 23 號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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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美國移民局 10 月 12 日宣布，對 I-129 申
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交
至對其公司總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
心。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 H-1B 及 L-1 工作簽證
。在此之前，I-129 申請的提交地點取決於受益人
的實際工作地點。另外，弗羅裏達州、喬治亞州
、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的 I-129 申請轉到加
州服務中心處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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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美國移民局於 2017 年 8 月 28 日宣布，自 10
月 1 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份調整（I-485）將需
要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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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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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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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基會首任副秘書長李慶平
出席德州兩岸時事論壇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 左起 ） 「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
副秘書長喬鳳翔、李蔚華董事長、李慶平秘書長
在大會上。

「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 社長潘玲榮首先
在大會上致詞。

李慶平秘書長（ 左六 ），李蔚華董事長（ 左七） ， 「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
社長潘玲榮（ 左八 ），與 「美南電視藝術團」 中華旗袍真人秀所有成員合影。

出席大會的社團代表與李慶平副秘書長（ 左
三 ）合影。（ 左起 ）鄧潤京，劉志恆，浦浩
德， 「美南報系」 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夫
婦，陳鐵梅等人合影。

出席大會的社團代表與李慶平副秘書長（ 左五
） 「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社長潘玲榮（ 右
五 ） 合影。（ 左起 ）江震遠、謝忠、浦浩德、
喬鳳祥、鄭長祥、徐松煥、黃華，陳亭等會長。

「全美華人協會 」 前會長陳維國講話。

李慶平副秘書長（ 右 ） 與 「天津同鄉會 」
會長陳亭（ 左 ） 合影。

李慶平副秘書長（ 右 ） 與休市名律師陳文（
左 ） 合影。

德州休士頓兩岸時事論壇首場在美南新聞 「
國際貿易中心」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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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到訪休士頓臺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灣人活動中心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排一左五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
排一左五))、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來訪休士頓臺灣人活動中心
來訪休士頓臺灣人活動中心，
，主任柯志佳及臺聲合
唱團團長王慶隆與鄉親們共同歡迎 t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僑委會吳新興
委員長參訪 休士頓臺灣人活動中心 李雅彥文
物館。
物館
。

休士頓臺灣人活動中心 主任柯志佳及鄭金蘭僑
務委員陪同僑委會 吳新興委員長
吳新興委員長、
、 僑商處汪樹
華處長參觀。
華處長參觀
。

吳新興委員長贈送紀念品給 臺聲合唱團團長王
慶隆,,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
慶隆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
、 指揮 張廖莉娜
張廖莉娜、
、僑
委鄭金蘭及團員們觀禮。
委鄭金蘭及團員們觀禮
。

臺聲合唱團及 指揮 張廖莉娜現場 台灣 等 兩
首歌曲娛佳賓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贈送休士頓臺灣人活動中心心
繫臺灣橫幅予主任柯志佳及鄭金蘭僑務委員休士頓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觀禮

僑委會 吳新興委員長
吳新興委員長、
、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
、
休士頓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聆聽張廖莉娜指
揮、介紹 臺聲合唱團

休士頓臺灣人活動中心 主任柯志佳及鄭金蘭僑
務委員 、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陪同 吳
新興委員長、
新興委員長
、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合影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合影。
。

臺聲合唱團團長王慶隆介紹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
長並向團員們問好..
長並向團員們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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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

TM

Alan Chang,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Cantonese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
Taiwanese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Clear Lake Clinic
Main Campus Clinic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Li-Min Hwang, M.D., M.P.H.
OB/GYN
Cantonese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Main Campus Clinic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 Mandarin
Fort Bend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Meet Dr. Beth Yip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
Mandarin
Pearland Clinic

“I consider it a privilege to be allowed
to help take car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a child. I view myself as a
partner with the parents and patient
and derive great satisfaction through
our interactions. I love working with
kids, a simple smile or hug will brighten
my day.”
~Beth Yip, M.D., co-managing
physician, Pearland Clinic

Dr. Yip is a board-certified pediatrician who completed her medical degree,
internship and residency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S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 Harr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 and
Texas Pediatric Society.

Appointments: 713-442-5437 (KIDS)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The Woodlands Clinic

Huiqing Yang, M.D.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Spine
Cantonese
Main Campus Spine Center
Pearland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elsey-Seybold accepts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Cigna, KelseyCare, UnitedHealthcare, Humana,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CHIP,
most Aetna plans, and Marketplace plans.
24-hour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Learn more at kelsey-seybold.com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062018 1-2 page.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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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主的忠僕 - 潘政喜牧師
◎劉淑惠

2014 第一教會 - 劉淑惠 ( 左一 )，
賴忠智牧師師母暨潘政喜牧師
我們敬愛的潘政喜牧師，於今年的母
親節早晨蒙主寵召回天家。許多主內弟兄
姊妹們、和我內心充滿無限的惋惜及驚訝。
但我們知道上主必有衪美好的旨意，我們
在惋惜難過中，惟有順服及感恩；往前走。
一想起這位主耶穌盡忠的僕人—潘牧
師，他那慈祥又溫和的面容，立即浮現於我
眼前；令人難忘。教會裏許多兄姊們，一
定與我一樣；都有這種體驗。2010 年的 1 月，
潘牧師剛剛從信義會西南國語教會退休後；
我們第一教會的施聖導牧師，在那段時間
突然提出辭呈，決定辭去第一教會的職務；
離開休士頓去波士頓。
同工會的同工，會友們以及我十二分
驚訝，又徬徨。正束手無策時，蒙主憐憫，
祂垂聽我們的禱告。我們立即想到，去央
請潘牧師來帶領我們，往前邁進。就這樣我
們憑信心，毅然決然去敦請潘牧師來牧養第
一教會。感謝上主的宏恩，衪沒丢棄我們，
潘牧師欣然接受我們的邀請。起初，約定
任期一年。後來任期延伸兩年，最後又連
續不斷共六年之久事奉於第一教會。直到
去年，2017 年 5 月底他才正式退休。其實
他退休後，幾乎每個主日，仍然被許多鄰
近的教會請去講道及主持禮拜。可說是「有
退無休」，是一名符其實忠於職守及使命
感堅強的僕人。
記得他牧養第一教會的第一年，潘牧師
帶領我們研讀查考舊約詩篇。他不僅每次
事前都作充分的準備，還不辭辛勞地闡述

每篇詩的中心信息及其神學思想和特色，我
們花費了將近一年多的時間，才系統性地讀
完整本詩篇，使大家受益良多。印象令人最
深刻的是：潘牧師不斷地提醒及勉勵大家，
要學詩篇的作者，常常以詩、以歌讚頌主，
感恩上帝，並要懺悔認罪，改過自新，求主
赦免我們的罪過，因為，這是基督徒應有的
心態和信仰。他也使我們知道，詩篇是一本
反映全體上帝子民的感恩、祈求、認罪、乞
求引導、保護和願望的信仰詩集。這真是大
開我們信心的眼界，帶我們進入一簇新靈命
的境界裏。

潘牧師任職代理第一教會那六年期間，
正好是我擔任同工會主席之職責，有段短時
間，我曾對教會的事工有點灰心氣餒，因職
責重大，難勝任。潘牧師立即發覺此事。他
不斷地安慰我、鼓舞我，如同一好牧人，眷
顧他受傷的小羊。我更感激的是潘牧師常以
主的話語啟導我，誠如主的忠僕保羅，教誨
他屬靈的兒子提摩太一般。保羅説：「我們
要辛勤努力，把盼望寄託於永生的上帝，祂
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祂的人的救主。你要
把這些事，指示他們；無論在言語、行為、
愛心，信心和純潔各方面都要作信徒的榜
樣。」提摩太前書 4 章 10–12 節

潘牧師的信仰、愛心及教導使我的靈命
成長，信仰堅定，更知如何慎言、為人處
事。深深感激他，思念他。
如今他已蒙主恩召、息勞回天家，可是
他慈祥和藹的笑容、溫馨的愛及美好的信仰
榜様；且深深地鉻印在我和許多弟兄姊妹的
心版上。我們感謝主賜給他豐盛的生命及才
華，也感謝他一生為主、為他人的犧牲及事
奉。他已為主打那美好的仗，主也為他準備
一大奨賞：「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
3 章 14 節。再次感謝上帝及潘牧師，也祈
求主継續賜福潘師母暨她全家，求聖靈引導
我們學主忠僕，一生順服、忠貞跟隨主，至
死不渝。願主常與我們同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 寫於德州、休士頓

第一教會學習一刀剪出十字架

第一教會李福生 ( 左前三 ) 周雅雯 ( 右前一 )
受洗後合照
有一次教會突來一位弟兄，我們不知他
是否已受洗；也沒有人敢問他。反正他對聖
經有相當的認識，但他有很不同的心態。無
論在查經或禮拜或交誼時，他總是提出很多
光怪陸離的問題，想挑戰潘牧師。有時候他
好像找渣似的，要使牧師難堪或獻醜。來突
顕他的「博學」及聰穎。可是，潘牧師始終
以好朋友及自己的親手足的精神來接待、教
導他。從沒怒言相對或不理睬他，總是溫和
有禮，慢條斯理地啟導和教誨他。後來，他
的誠摯、熱愛、信心、溫柔及慈愛加上聖靈
的感化、帶領；使這位弟兄心服口服、終成
為一謙虛的人。我深信潘牧師背後，為這位
弟兄一定付出昂貴的代價：如不停地為他禱
告、挖盡心思、或找尋合適的方法，想幫助
這位弟兄；使他的靈魂能得救。其實，也唯
有這種真摯的愛及行為，才能觸動這位弟兄
生命及信仰的轉變。

～思牡札記～

回
5月19日（周
六）潘政喜牧師追
思感恩禮拜2-4pm
潘政喜牧師追
思感恩禮拜中有11
位上台講述對潘政喜牧師懷念感言，驚訝
宋瑩姐妹臨時受命上台代表紐約水牛城華
人教會向潘牧師致悼念詞，我還不知道她
來了哩！(她是自紐約水牛城來休士頓幫小
女兒搬家回紐約工作)
當天約有35間教會的牧師師母、弟兄
姐妹們與福音機構代表暨駐休士頓台北經
文處代表何文傑組長（陳處長家彥外出）
等350多人踴躍出席。會後，多位牧師師母
暨弟兄姐妹們回響說感到很隆重、溫馨、
感人。願主耶穌得到當得的榮耀，因我們
舉辦潘牧師的追思感恩禮拜，就是要榮神
益人！
感謝潘牧師的老友郭文仁牧師師母遠
自佛羅里達州開車15小時趕來參加追思禮
拜。美國信義會華人事工中心前主任陳文
雄牧師師母自加州飛來。（潘牧師擔任華
人事工中心董事會主席十多年）華傳的鄭
振威牧師夫婦分別自紐約與加州趕來，鄭
牧師感念潘牧師師母25年來與西南國語教
會長期在經濟上與禱告上支持鼓勵他們夫
婦迄今。羅葦園牧師師母自奧斯汀開車兩
個多小時來。毛連生牧師夫婦自Beaumond
德州東南開車兩個小時趕到。康福教會代
表四位開車兩個小時趕來。維多利亞教會
代表開車兩小時趕來。海灣華人教會約30
位弟兄姐妹們與孩童們開車一小時趕赴追
思感恩禮拜。
潘牧師師母退休後去十多間華人教會
傳福音（主日證道、教成人主日學）多年
愛各教會小羊，老羊，潘牧師師母也關愛
朋友與各個教會牧師師母們，每日忠心
一一提名禱告，在周五潘政喜牧師的告別
會與周六舉行的追思禮拜上，筆者看到他
昔日用耐心、愛心牧養的小羊、老羊都踴
躍出席潘牧師的回天家的歡送盛會。他所
愛的教牧同工們也踴躍出席送他一程。美
國福音信義會監督瑞哈牧師與辦公室同工
牧師們也出席，講述感言。(共約有58位牧
師師母出席)
會後，梁德舜牧師說:「潘師母，今
天我才知道妳真棒啊！在短短四天內你籌
辦妥潘牧師追思感恩禮拜」；梁師母說:
「潘師母，你怎麼兩天內就完成《懷念潘
政喜牧師紀念文集》，真是超速完成了，
《懷念潘政喜牧師紀念文集》印刷精美，
要告訴我們在哪裡印刷的?」我說「要付

潘牧師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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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18 筆者與宋瑩姐妹
代價啊？我兩天兩夜沒睡覺，快速邀稿，
校稿，收集友人來信，編輯、找圖片、相
片、至印刷等；也要感謝松玉、Pamela、
我們同心大力合作完成《懷念潘政喜牧師
紀念文集》。
鄭振威牧師的師母對筆者說「參加完
潘牧師的追思感恩禮拜，我對鄭牧師說：
如果你先回天家，我可不會像潘師母幫潘
牧師主辦的追思感恩禮拜喔！簡單料理喪
事就可以了。」
黃繼榮牧師的師母對筆者說:「參加完
潘牧師的追思感恩禮拜，我告訴黃牧師說:
日後，有一天你走了，我可不會像潘師母
幫潘牧師辦追思感恩禮拜喔！也不會有紀
念集喔！我不會寫…。」
5月21日（周一）
筆者參加教牧同工聯禱會見到休士頓
台灣長老基督教會陳晉祿牧師，他說:「我
聽到潘師母您在潘牧師追思感恩禮拜中分
享說到:有教會鬧分裂，要修復關係，要放
下心結，要合一，牧師愛小羊，小羊愛牧
師嗎？鼓勵要小羊愛你們教會的牧師，很
感動。」
陶加獻牧師（西大學中文堂）見到筆
者說:「我不覺得潘牧師離開我們了。」
陶加獻牧師的師母Joy說「原本對潘牧
師認識不多，藉著參加追思感恩禮拜與閱
讀「懷念潘政喜牧師紀念文集」，現在是
我更認識潘牧師了。」
陳祖幸牧師（福遍中國教會）說:我先
前不知道潘牧師退休後仍去許多華人教會
幫忙主日講台事奉。（註明:2010年首次
退休，潘牧師應邀去9間華人教會主日講
道，2017年5月二度退休後，主繼續差我們
去至 8 間教會主日證道）
金句：《詩篇116篇15節》「在耶和華
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2016 在聖地雅哥 La Jolla 灣大合照

美國信義會華人事工眾同工來信勸慰
●千百個不捨！願主安慰，加添力量，
與你們同在！ 邱初昇牧師 / 南加州榮耀堂
●潘師母平安！在這艱難時刻，求神安
慰扶持您們的心，加添力量，為您和家人代
禱中 ... 邱初昇師母
●潘師母節哀，潘牧師已到那好得無比
的地方去，在神那裏，人都是活著的，他仍
然為大家代禱！
就像主耶穌說的拉撒路與財主的事，可
見聖徒被天使帶去在樂園中是活著的，阿
們！
林修森牧師 / 加州
●潘師母：謝謝你忠心的陪伴、照顧潘
牧師使他能夠服事主及鼓勵同工們這麼多
年！請您保重節哀，相信復活的主，當號筒
吹響時、主再來就是我們的重逢日，願主賜
您平安。
張陵兮牧師 / 紐約
●潘師母：願你們平安！
潘牧師歇了地上一切的勞苦，回到榮美
的天家。就如您所說，潘牧師的確是一位有
福的人，在地上的日子每天充滿喜樂，回到
天家的時刻也是充滿平安。願復活的主賜福
你們，即使我們不捨，也仍有安慰和盼望。
擁抱您
羅建紅牧師 / 西雅圖

【保持你的善良，
上天必有公道！】
在此謹以不指名的模糊筆法，分享一段
真實往事。曾有位同儕，因為想爭取某個機
會，所以過程中在我背後向人講了不少我的
壞話，其中當然包括了許多不實的論述，當
時許多人聽了覺得看不下去，紛紛跑來告訴
我其所講的內容。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對該
同儕的那種行徑有些反感，並且極為痛心。
幾年後，那位同儕因為某些表現不是太
得體，有位我跟那位同儕共同的前輩對其頗
有微詞，在私下與我談話時，那位前輩不只
一次向我提到我那位同儕的不是，講得滔滔
不絕，並問我對那位同儕的看法；那位前輩
的影響力極大，我不免回憶起當年的往事，
心想：這難道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我甚
至不用捏造任何不實的論述去損及對方，只
需要「附合」那位有影響力的前輩對對方的
不滿言論，對方就肯定栽個大跟頭！
但轉念一想，我忽然想到：「我是基督
徒，此時上帝會希望我怎麼做？」於是我不
但沒有抓住機會修理對方，反而在那位有影
響力的前輩面前替其圓場，講了不少其可能
有的難處。說來奇妙，講完後，心境竟是非
常輕省、怡然，那種怡然，遠勝過逮住機會
以牙還牙的快感！
也許您會覺得我很傻，傻到不懂得抓住
報一箭之仇的好機會，但我真要說，若把時
間拉長、回過頭去看，上帝似乎在整個事情

●潘牧師暫時離開了他深愛的家人和教
會，願主加我們力量，效法他的忠誠，繼承
他的心志，為華人福音殷勤服事。
楊安得烈牧師
剛到休士頓的時候潘牧師對我的教
●
誨，我至今記憶猶新。他是我們後輩的榜
樣。
潘師母，你和潘牧師一起同工這麼多
年，為耶穌基督的福音竭心盡力。主必獎
賞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
命的冠冕＂ （啟 2:10）
談俊峰牧師 / 休士頓

2016 美信義會華人教牧同工靈修會
假聖地牙哥舉行
當中也都已有公斷，祂並沒有讓我的際遇比
當初那位講我壞話的同儕差，若把時間拉長
來看，無論是升遷、聲望、人際，或是眾人
在背後對我的評價等等，上帝都沒有讓我吃
到虧，更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選擇讓自己
的行徑去變得和對方那樣，變成自己所討厭
的那種人。
我很喜歡《聖經》上說的：「不要心懷
不平，以至作惡。」「不要為自己申冤，寧
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主說：申冤在
我，我必報應。」這不是要我們去姑息、認
同那些德性不好的人，或是面對委屈只能選
擇懦弱以對，而是提醒我們不要因為受了委
屈就滿腦子報復，以眼還眼、加倍奉還，長
久下來讓自己的心也漸漸變了質，漸漸也變
成自己當初所討厭的那種人；要保持自己應
有的品德，上天在默默之中必有作為，那種
作為的力道與影響，遠比自己憑著以牙還牙
的血氣去報復要來得更加深遠。
別成為自己所討厭那種人！堅守自己應
有的良善與品格，上天必賜福，必有公道。
【上帝的小叮嚀】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
福，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
的話。（詩 34:12-13）
不要為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
怒，因為……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
（羅馬書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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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單位

看

板
電話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713-270-9988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
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713-270-9988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713-270-9988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家長中文
班

亞特蘭大支會

770-458-1000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奧斯汀聯絡處

512-491-0358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邁阿密聯絡處

954-538-117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奧蘭多聯絡處

407-292-1146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紐奧良聯絡點

504-782-5168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聖安東尼聯絡點

210-875-693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康福聯絡點

361-987-7130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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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您的人壽保險
實現更多可能
人們購買人壽保險主要是為了保護心愛
之人。但您知道嗎，人壽保險還有許多
其它用途。

我們卓越的中文理財代表團隊精通雙語，無論您處於人生的
哪一個階段，都可以協助引導您，為您客製符合您需求的計劃。

生前福利：
• 補充退休收入
• 具備現金價值，可用於實現其它財務目標
• 可用於支付特定病症的相關費用，
或獲取生前福利

我們的人壽保險，能夠在您最需要之時
提供幫助。

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Alice Chen

譚秋晴
分行副總經理

如欲瞭解詳情，
請今天就
與我們聯絡。

Monita Kuan
管玉琴
分行副總經理

Zoom Nguyen
分行副總經理

AIG Financial Network
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42

aig.com/chinese
800-899-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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